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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

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涉及光纤通信网络

故障监测技术，监测装置包括WDM-PON光网络系

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

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

Ⅲ、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光网络监测系

统包括FP激光器、耦合器、光耦合装置、光电探测

器、信号采集处理装置及光反馈装置；FP激光器

与耦合器连接；耦合器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

装置的输入端连接，耦合器的小比例输出端与光

电探测器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安装于馈线

光纤Ⅱ上；光电探测器的输出端与信号采集处理

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本发明具有能够在控制中心

检测、高空间分辨率、高灵敏度、结构简单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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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WDM-PON光网络

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

所述WDM-PON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

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所述光端机OLTⅠ通过馈线光纤Ⅱ与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

AWGⅢ连接，所述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的n个分光口通过n根支路光纤Ⅳ与n个光网

络单元Ⅴ的输入端一一对应连接；

所述光网络监测系统包括FP激光器（1）、耦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器（4）、

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及光反馈装置（6）；所述FP激光器（1）与耦合器（2）连接；所述耦合器

（2）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装置（3）的输入端连接，耦合器（2）的小比例输出端与光电探

测器（4）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3）安装于馈线光纤Ⅱ上；光电探测器（4）的输出端与信

号采集处理装置（5）的输入端连接；FP激光器（1）、耦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器

（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均位于光端机OLTⅠ侧；n根支路光纤Ⅵ上均一一对应安装有n个

光反馈装置（6），n个光反馈装置（6）一一对应位于n个光网络单元Ⅴ侧；每个光反馈装置（6）

距离FP激光器（1）的距离均各不相同，距离的最小差值大于探测精度，保证每一个的相关曲

线都不会重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FP激光器（1）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输出功率为1mW-1W；所述耦合器（2）为

耦合比为80:20~99:1的光耦合器；所述光耦合装置（3）为波分复用器或耦合比为50:50的光

耦合器；所述光电探测器（4）为可响应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且带宽小于50GHz的高速

光电探测器；所述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由带宽小于50GHz的单路信号采集装置和可进行自

相关计算的数字相关器或计算机连接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光反馈装置（6）由波分复用器和可反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的光纤反射镜

连接组成，且对通信信号的波长没有影响，对检测信号全反射。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光反馈装置（6）为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的反射式光纤光栅。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光反馈装置（6）为镀于与光网络单元连接的支路光纤Ⅳ的末端端面且可反射波

长范围为1600nm-1700nm的高反膜。

6.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方法，该方法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

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中实现，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当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铺设完成后，开始进行如下步骤：

1.1）FP激光器（1）发射与通信信号不同波长的多波长激光；所发射的激光经耦合器（2）

的大比例输出端，然后经过光耦合装置（3）耦合入馈线光纤Ⅱ，并经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

AWGⅢ分入n根支路光纤Ⅳ，n根支路光纤Ⅳ将光一一对应传输入n个光反馈装置（6），光反馈

装置（6）反射的检测光原路返回至FP激光器（1），对FP激光器（1）扰动，使FP激光器（1）在光

反馈的作用下产生混沌；耦合器（2）的小比例输出端将光输入光电探测器（4），并将光信号

转换为电信号，之后电信号输入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FP激光器（1）的非线性动态输出

信号采集并进行自相关的计算，根据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情况，来判断光网络的故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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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2）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自相关计算，并得到自相关曲线；

1.3）故障监测系统搭建完成后，保证光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进行完整光网络系统

的完整测量，自相关曲线中除0点外在不同位置上出现多个相关峰，其中的n个相关峰与n根

支路光纤Ⅳ一一对应；

1.4）逐个断开或移除各路的光反馈装置，并重复进行步骤1.1）-1 .2）；此时，自相关曲

线中的相关峰逐个减弱或消失，据此标记出步骤1.3）所得相关曲线中每个相关峰所对应的

支路光纤；

2）当WDM-PON光网络系统开始运行后，不断进行步骤1.1）-1 .2），并将每次得到的自相

关曲线与步骤1.3）中的自相关曲线进行对比；此时，若自相关曲线中的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馈线光纤Ⅱ上，同时在其它位置新出现一个或多个相关峰，且其

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若自相关曲线中的某一个相关峰减弱或消

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相关峰所对应的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

光器（1）之间的距离；若自相关曲线中的p个相关峰同时减弱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

该p个相关峰所对应的p根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

离，此时，需要根据新出现的相关峰位置，在p根支路光纤Ⅳ上逐个排查故障点；其中，1＜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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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纤通信网络故障监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

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光接入网大范围铺设，有源光网络中的中继器和交换机等有源设备设别的供

电成为限制光网络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无源光网络得到快速的发展。现有无源光网络主

要由光线路终端OLT，远端节点（RN）和光网络单元组成，通过光纤作为传输介质，连接各个

通信设备以实现信息的传送。由于光纤的低损耗特性，使得信号可以长距离（几十公里以

上）传输，WDM-PON网络中，光纤故障通常发生在馈线和支路中，此时除了馈线的单根光纤

外，还涉及到支路的检测，由于对监测要求的不同，其故障监测功能也有些许不同。按照监

测方法可分为三种：

1.  通过监测传输光信号的功率变化来实时判断网络中激光器、馈线及其他器件是否

正常工作，此监测方法侧重实时性和信号的传输质量，给维修人员提供参考无法进行故障

位置的测量；

2.  利用  OTDR  功能定位光纤发生故障的位置，此技术随着各类激光器制造技术和阵

列波导光栅技术的成熟，从最初的只能监测馈线故障发展到如今可实现馈线和支路的监

测；

3.  利用其他技术（如相关法探测技术等）实现的  WDM-PON  故障检测，此方法与OTDR 

技术相比，在大探测范围下实现了高精度的探测，为故障检测人员快速到达现场提供了方

便。

[0003] 现有方法虽解决了WDM-PON的故障检测问题，但光接入网现有的故障检测方法，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光时域反射仪（OTDR），然而光时域反射仪（OTDR）运用于波分复用无源光网

络的光纤故障检测存在一些缺陷，主要原因为：①在结构上，无源光网络中具有多个分支，

传统的OTDR采用单脉冲光作为探测信号，来自每个分支反射回来的反射光和散射光叠加在

一起，使得解调来自控制中心的OTDR跟踪成为一项难题，在没有任何附加信息的情况下，无

法进行对各个支路的识别。而且，由于用户众多，测量时间成为另一个问题；②在原理上，

OTDR存在空间分辨率和动态范围之间的理论矛盾，即它需要足够宽的光脉冲以保证回波功

率，但较宽的脉冲宽度降低了空间分辨率。传统脉冲式OTDR的典型探测脉宽是10ns~1us，相

应的分辨率为1~100米。所以，想要运用OTDR检测光纤故障的具体位置，需要使各个分支长

度相差至少大于分辨率，由于用户众多，需额外铺设的光纤长度将大幅度增加，其成本也就

相应增加，显然这不符合检测技术低价的需求。

[0004] 在先技术（ZL  200810054534.7）混沌相关探测方法，虽然可实现与探测距离无关

的高精度故障探测，但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  仅适合单根光纤的故障测量，无法识别各

个相同分支，故不适用于WDM-PON中；2.  探测的动态范围取决于接收探测光的光电探测器

的灵敏度，现有技术制作的光电探测器灵敏度一般为-50dBm，无法探测到更低功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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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

[0005] 在先技术（201110156192.1）利用FP激光器和可调的滤波器得到了波长可调谐的

混沌信号，并在相关法的信号处理中设置有波长测量计，以此实现对于光网络不同支路的

故障定位，但是该技术结构复杂，且探测动态范围取决于光电探测器的灵敏度。

[0006] 因此，针对WDM-PON光网络，有必要发明一种能够在控制端实时监控，结构简单，不

对传输信号产生干扰，且能识别分支及故障准确定位，高精度、长距离的监测技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解决WDM-PON光网络中，同时实现故障分支的识别及故障的定位的问

题，提供了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

[0008]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

的装置，包括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所述WDM-PON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

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所述光端机

OLTⅠ通过馈线光纤Ⅱ与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连接，所述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

Ⅲ的n个分光口通过n根支路光纤Ⅳ与n个光网络单元Ⅴ的输入端一一对应连接；所述光网

络监测系统包括FP激光器、耦合器、光耦合装置、光电探测器、信号采集处理装置及光反馈

装置；所述FP激光器与耦合器连接；所述耦合器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装置的输入端连

接，耦合器的小比例输出端与光电探测器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安装于馈线光纤Ⅱ上；

光电探测器的输出端与信号采集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FP激光器、耦合器、光耦合装置、

光电探测器、信号采集处理装置均位于光端机OLTⅠ侧；n根支路光纤Ⅵ上均一一对应安装有

n个光反馈装置，n个光反馈装置一一对应位于n个光网络单元Ⅴ侧；每个光反馈装置距离FP

激光器的距离均各不相同，距离的最小差值大于探测精度，保证每一个的相关曲线都不会

重叠。

[0009]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方法，该方法在上述装置中实现，包

括如下步骤：

1）当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铺设完成后，开始进行如下步骤：

1.1）FP激光器发射与通信信号不同波长的多波长激光；所发射的激光经耦合器的大比

例输出端，然后经过光耦合装置耦合入馈线光纤Ⅱ，并经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分入

n根支路光纤Ⅳ，n根支路光纤Ⅳ将光一一对应传输入n个光反馈装置，光反馈装置反射的检

测光原路返回至FP激光器，对FP激光器扰动，使FP激光器在光反馈的作用下产生混沌（其中

光反馈装置对通信信号的波长没有影响，对检测信号全反射，且每一个光反馈装置反射的

检测信号波长都不同）；耦合器的小比例输出端将光输入光电探测器，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

信号，之后电信号输入信号采集处理装置，将FP激光器的非线性动态输出信号采集并进行

自相关的计算，根据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情况，来判断光网络的故障情况；

1.2）信号采集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自相关计算，并得到自相关曲线；

1.3）故障监测系统搭建完成后，保证光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进行完整光网络系统

的完整测量，自相关曲线中除0点外在不同位置上出现多个相关峰，其中的n个相关峰与n根

支路光纤Ⅳ一一对应；

1.4）逐个断开或移除各路的光反馈装置，并重复进行步骤1.1）-1.2）；此时，自相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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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中的相关峰逐个减弱或消失，据此标记出步骤1.3）所得相关曲线中每个相关峰所对应的

支路光纤；

2）当WDM-PON光网络系统开始运行后，不断进行步骤1.1）-1.2），并将每次得到的自相

关曲线与步骤1.3）中的自相关曲线进行对比；此时，若自相关曲线中的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馈线光纤Ⅱ上，同时在其它位置新出现一个或多个相关峰，且其

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之间的距离；若自相关曲线中的某一个相关峰减弱或消失，

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相关峰所对应的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

之间的距离；若自相关曲线中的p个相关峰同时减弱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p个相

关峰所对应的p根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之间的距离，此时，需

要根据新出现的相关峰位置，在p根支路光纤Ⅳ上逐个排查故障点；其中，1＜p＜n。

[001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的理论基

础如下：本发明利用FP激光器在光反馈的作用下产生的激光信号存在时延特征这一特点实

现光网络支路的鉴别与故障的定位。所谓的时延特征是指FP激光器产生的非线性动态输出

会存在一定的延时，而该延时就是FP激光器输出至反馈点再返回所经历的时间。在本发明

中，利用FP激光器在故障点反射光作用下的时延特征，并结合激光在光纤中的传播速度即

可测得故障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FP激光器在不同强度（最小可至-90dB）反馈光的作用下

会产生单周期、准周期和混沌等多种非线性振荡（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 

Vol  .  4  ,  No  .  11  ,  pp  .  1655-1661  ,  1986），但无论何种振荡半导体激光器输出的光

强信号始终存在时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延特征是FP激光器对外部反馈光的一种特

征响应（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Vol  .  45  ,  No  .  7  ,  pp  .  879-891 

,  2009），但一直被认为是限制FP激光器在保密通信等领域应用的有害因素而设法加以抑

制（IEEE  Photonics  Journal  ,  Vol  .  4  ,  No  .  5  ,pp  .  1930-1935  ,  2012）。而本发明

充分利用此时延特性，检测光纤故障的位置。此外，本发明在每个支路设置一个特征反馈装

置，用于区分具体支路。

[0011] FP激光器在光反馈作用下的时延特征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获取（见：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  Vol  .  48  ,  No  .  11  ,  pp  .  1371-1379  ,  2012），其中最直

观的就是将激光信号进行自相关运算，计算出的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位置即反映了系统

的时延特征（如图2所示）。将时延与光在光纤中的传播速度结合即可计算出故障位置。在首

次测量确定整个光网络中连接点和反馈点对应的自相关曲线相关峰后（即图2所示的“参考

曲线”），之后的监测过程中，每次的监测结果除与此曲线完全一致外，还存在以下三种情

况：

1  .所有支路对应的相关峰减弱或消失，并出现新的相关峰，此时则说明馈线发生了故

障（即图3所示的“馈线故障（故障Ⅰ）”）；

2  .仅一个支路对应的相关峰减弱或消失，并出现新的相关峰，此时则说明在消失相关

峰对应的支路上发生了故障（即图4所示的“支路故障（故障Ⅱ）”）；

3  .有多个支路对应的相关峰减弱或消失，并出现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相关峰，则说明

消失相关峰对应的支路上发生了故障（即图5所示的“多支路故障”）。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高精度、大动态

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及方法，利用光反馈使FP激光器产生混沌激光时具有旁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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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旁瓣距离与两激光器间的距离有关）的特点，来检测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故障。本发明

具有能够在控制中心检测、高空间分辨率、高灵敏度、大动态范围、结构简单等优点，同时应

用范围也较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及故障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参考自相关曲线图。

[0015] 图3为馈线故障的自相关曲线图。

[0016] 图4为支路故障的自相关曲线图。

[0017] 图5为多支路故障的自相关曲线图。

[0018] 图6为光反馈装置的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光反馈装置的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一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WDM-PON光网络系

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所述WDM-PON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

列波导光栅AWGⅢ、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所述光端机OLTⅠ通过馈线光纤Ⅱ与1分n路

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连接，所述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的n个分光口通过n根支路光

纤Ⅳ与n个光网络单元Ⅴ的输入端一一对应连接；所述光网络监测系统包括FP激光器1、耦

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及光反馈装置6；所述FP激光器1与

耦合器2连接；所述耦合器2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装置3的输入端连接，耦合器2的小比

例输出端与光电探测器4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3安装于馈线光纤Ⅱ上；光电探测器4的

输出端与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的输入端连接；FP激光器1、耦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

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均位于光端机OLTⅠ侧；n根支路光纤Ⅵ上均一一对应安装有n个光

反馈装置6，n个光反馈装置6一一对应位于n个光网络单元Ⅴ侧；每个光反馈装置6距离FP激

光器1的距离均各不相同，距离的最小差值大于探测精度，保证每一个的相关曲线都不会重

叠。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FP激光器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输出功率为1mW-1W；所

述耦合器2为耦合比为80:20~99:1的光耦合器，可以根据测量距离的不同来选择，本实施例

中选择80:20的光耦合器；所述光耦合装置为波分复用器或耦合比为50:50的光耦合器；所

述光电探测器为可响应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且带宽小于50GHz的高速光电探测器；所

述信号采集处理装置由带宽小于50GHz的单路信号采集装置和可进行自相关计算的数字相

关器或计算机连接组成；所述光反馈装置6由波分复用器和可反射波长范围为1600nm-

1700nm的光纤反射镜连接组成。

[0023]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方法，在本实施例中具体实现，包括

如下步骤：

1）当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铺设完成后，开始进行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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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P激光器1发射与通信信号不同波长的多波长激光；所发射的激光经耦合器2的大

比例输出端，然后经过光耦合装置3耦合入馈线光纤Ⅱ，并经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

分入n根支路光纤Ⅳ，n根支路光纤Ⅳ将光一一对应传输入n个光反馈装置6，光反馈装置6反

射的检测光原路返回至FP激光器1，对FP激光器1扰动，使FP激光器1在光反馈的作用下产生

混沌；耦合器2的小比例输出端将光输入光电探测器4，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之后电信

号输入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FP激光器1的非线性动态输出信号采集并进行自相关的计

算，根据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情况，来判断光网络的故障情况；

1.2）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自相关计算，并得到自相关曲线；

1.3）故障监测系统搭建完成后，保证光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进行完整光网络系统

的完整测量，自相关曲线中除0点外在不同位置上出现多个相关峰，其中的n个相关峰与n根

支路光纤Ⅳ一一对应；

1.4）逐个断开或移除各路的光反馈装置，并重复进行步骤1.1）-1.2）；此时，自相关曲

线中的相关峰逐个减弱或消失，据此标记出步骤1.3）所得相关曲线中每个相关峰所对应的

支路光纤；

2）当WDM-PON光网络系统开始运行后，不断进行步骤1.1）-1.2），并将每次得到的自相

关曲线与步骤1.3）中的自相关曲线进行对比；此时，若自相关曲线中的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馈线光纤Ⅱ上，同时在其它位置新出现一个或多个相关峰，且其

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3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某一个相关峰

减弱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相关峰所对应的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

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4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p（1＜p＜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p个相关峰所对应的p根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

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此时，需要根据新出现的相关峰位置，在p根支路光纤Ⅳ上逐

个排查故障点，如图5所示。

[0024] 实施例二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WDM-PON光网络系

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所述WDM-PON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

列波导光栅AWGⅢ、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所述光端机OLTⅠ通过馈线光纤Ⅱ与1分n路

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连接，所述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的n个分光口通过n根支路光

纤Ⅳ与n个光网络单元Ⅴ的输入端一一对应连接；所述光网络监测系统包括FP激光器1、耦

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及光反馈装置6；所述FP激光器1与

耦合器2连接；所述耦合器2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装置3的输入端连接，耦合器2的小比

例输出端与光电探测器4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3安装于馈线光纤Ⅱ上；光电探测器4的

输出端与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的输入端连接；FP激光器1、耦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

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均位于光端机OLTⅠ侧；n根支路光纤Ⅵ上均一一对应安装有n个光

反馈装置6，n个光反馈装置6一一对应位于n个光网络单元Ⅴ侧；每个光反馈装置6距离FP激

光器1的距离均各不相同，距离的最小差值大于探测精度，保证每一个的相关曲线都不会重

叠。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FP激光器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输出功率为1mW-1W；所

述耦合器2为耦合比为80:20~99:1的光耦合器，可以根据测量距离的不同来选择，本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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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99:1的光耦合器；所述光耦合装置为波分复用器或耦合比为50:50的光耦合器；所述

光电探测器为可响应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且带宽小于50GHz的高速光电探测器；所述

信号采集处理装置由带宽小于50GHz的单路信号采集装置和可进行自相关计算的数字相关

器或计算机连接组成；所述光反馈装置6为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的反射式光纤光栅。

[0026]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方法，在本实施例中具体实现，包括

如下步骤：

1）当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铺设完成后，开始进行如下步骤：

1.1）FP激光器1发射与通信信号不同波长的多波长激光；所发射的激光经耦合器2的大

比例输出端，然后经过光耦合装置3耦合入馈线光纤Ⅱ，并经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

分入n根支路光纤Ⅳ，n根支路光纤Ⅳ将光一一对应传输入n个光反馈装置6，光反馈装置6反

射的检测光原路返回至FP激光器1，对FP激光器1扰动，使FP激光器1在光反馈的作用下产生

混沌；耦合器2的小比例输出端将光输入光电探测器4，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之后电信

号输入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FP激光器1的非线性动态输出信号采集并进行自相关的计

算，根据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情况，来判断光网络的故障情况；

1.2）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自相关计算，并得到自相关曲线；

1.3）故障监测系统搭建完成后，保证光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进行完整光网络系统

的完整测量，自相关曲线中除0点外在不同位置上出现多个相关峰，其中的n个相关峰与n根

支路光纤Ⅳ一一对应；

1.4）逐个断开或移除各路的光反馈装置，并重复进行步骤1.1）-1.2）；此时，自相关曲

线中的相关峰逐个减弱或消失，据此标记出步骤1.3）所得相关曲线中每个相关峰所对应的

支路光纤；

2）当WDM-PON光网络系统开始运行后，不断进行步骤1.1）-1.2），并将每次得到的自相

关曲线与步骤1.3）中的自相关曲线进行对比；此时，若自相关曲线中的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馈线光纤Ⅱ上，同时在其它位置新出现一个或多个相关峰，且其

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3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某一个相关峰

减弱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相关峰所对应的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

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4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p（1＜p＜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p个相关峰所对应的p根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

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此时，需要根据新出现的相关峰位置，在p根支路光纤Ⅳ上逐

个排查故障点，如图5所示。

[0027] 实施例三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WDM-PON光网络系

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所述WDM-PON光网络系统包括光端机OLTⅠ、馈线光纤Ⅱ、1分n路的阵

列波导光栅AWGⅢ、支路光纤Ⅳ和光网络单元Ⅴ，所述光端机OLTⅠ通过馈线光纤Ⅱ与1分n路

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连接，所述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的n个分光口通过n根支路光

纤Ⅳ与n个光网络单元Ⅴ的输入端一一对应连接；所述光网络监测系统包括FP激光器1、耦

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及光反馈装置6；所述FP激光器1与

耦合器2连接；所述耦合器2的大比例输出端与光耦合装置3的输入端连接，耦合器2的小比

例输出端与光电探测器4的输入端连接；光耦合装置3安装于馈线光纤Ⅱ上；光电探测器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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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与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的输入端连接；FP激光器1、耦合器2、光耦合装置3、光电探测

器4、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均位于光端机OLTⅠ侧；n根支路光纤Ⅵ上均一一对应安装有n个光

反馈装置6，n个光反馈装置6一一对应位于n个光网络单元Ⅴ侧；每个光反馈装置6距离FP激

光器1的距离均各不相同，距离的最小差值大于探测精度，保证每一个的相关曲线都不会重

叠。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FP激光器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输出功率为1mW-1W；所

述耦合器2为耦合比为80:20~99:1的光耦合器，可以根据测量距离的不同来选择，本实施例

中选择80:20的光耦合器；所述光耦合装置为波分复用器或耦合比为50:50的光耦合器；所

述光电探测器为可响应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且带宽小于50GHz的高速光电探测器；所

述信号采集处理装置由带宽小于50GHz的单路信号采集装置和可进行自相关计算的数字相

关器或计算机连接组成；所述光反馈装置6为镀于与光网络单元连接的支路光纤Ⅳ的末端

端面且可反射波长范围为1600nm-1700nm的高反膜。

[0029] 一种高精度、大动态范围监测WDM-PON故障的方法，在本实施例中具体实现，包括

如下步骤：

1）当WDM-PON光网络系统与光网络监测系统铺设完成后，开始进行如下步骤：

1.1）FP激光器1发射与通信信号不同波长的多波长激光；所发射的激光经耦合器2的大

比例输出端，然后经过光耦合装置3耦合入馈线光纤Ⅱ，并经1分n路的阵列波导光栅AWGⅢ

分入n根支路光纤Ⅳ，n根支路光纤Ⅳ将光一一对应传输入n个光反馈装置6，光反馈装置6反

射的检测光原路返回至FP激光器1，对FP激光器1扰动，使FP激光器1在光反馈的作用下产生

混沌；耦合器2的小比例输出端将光输入光电探测器4，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之后电信

号输入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FP激光器1的非线性动态输出信号采集并进行自相关的计

算，根据自相关曲线中相关峰的情况，来判断光网络的故障情况；

1.2）信号采集处理装置5将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自相关计算，并得到自相关曲线；

1.3）故障监测系统搭建完成后，保证光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进行完整光网络系统

的完整测量，自相关曲线中除0点外在不同位置上出现多个相关峰，其中的n个相关峰与n根

支路光纤Ⅳ一一对应；

1.4）逐个断开或移除各路的光反馈装置，并重复进行步骤1.1）-1.2）；此时，自相关曲

线中的相关峰逐个减弱或消失，据此标记出步骤1.3）所得相关曲线中每个相关峰所对应的

支路光纤；

2）当WDM-PON光网络系统开始运行后，不断进行步骤1.1）-1.2），并将每次得到的自相

关曲线与步骤1.3）中的自相关曲线进行对比；此时，若自相关曲线中的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馈线光纤Ⅱ上，同时在其它位置新出现一个或多个相关峰，且其

位置反映了故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3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某一个相关峰

减弱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相关峰所对应的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障

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如图4所示；若自相关曲线中的p（1＜p＜n）个相关峰同时减弱

或消失，则表明故障点位于与该p个相关峰所对应的p根支路光纤Ⅳ上，且其位置反映了故

障点与FP激光器1之间的距离，此时，需要根据新出现的相关峰位置，在p根支路光纤Ⅳ上逐

个排查故障点，如图5所示。

[0030] 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不限于以上具体实施方式，而且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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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本发明可以有多种变形和更改，凡在本发明的构思与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改进和

等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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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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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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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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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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