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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

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统及其运

行方法，包括依次连接的QC-LDPC编码模块、PLC

通信模块、中间转接模块、VLC通信模块和QC-

LDPC译码模块，所述PLC通信模块通过电力线连

接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所述VLC通信模块包括依

次连接的LED驱动、LED、光电探测器、光功率计、

放大器及滤波器。本发明使用QC-LDPC编码方式，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并且通过自适应的方式调

整合适的码率，减少了传输信息的冗余，降低了

网络成本，提高了传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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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

于，包括依次连接的QC-LDPC编码模块、PLC通信模块、中间转接模块、VLC通信模块和QC-

LDPC译码模块，所述PLC通信模块通过电力线连接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所述VLC通信模块包

括依次连接的LED驱动、LED、光电探测器、光功率计、放大器及滤波器；

所述QC-LDPC编码模块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号并发送至所述PLC通信

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率，并将调整后的编码码

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线上

进行传播，产生电力载波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所述

QC-LDPC编码模块；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将电力载波信号转化成所述LED可传输的信号；所述

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所述QC-LDPC译

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将电信号进行译码，得到原始的数字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

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PLC通信模块包括PLC调制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

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包括带通滤波器和交直流转换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

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通滤波器分离出调制信号，所述交直流转换器将交流驱动

转换成直流驱动，并将调制信号及直流驱动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

5.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

见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包括：

(1)所述QC-LDPC编码模块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号并发送至所述PLC通信

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率，并将调整后的编码码

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

(2)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产生电力载波

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3)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接收电力载波信号并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所述

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4)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将电信号进行译码，得到原

始的数字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

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所述QC-

LDPC编码模块通过神经网络算法调整编码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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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

光通信系统及其运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

统及其运行方法，属于电力线载波通信与可见光通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载波通信(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简称PLC)是利用工频电能传输线路

作为传输媒介，是电力系统特有的一种通信方式。电力线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有线网络，不

需要另外布线，通过电力线可以访问连接在它上面的任意通信设备，使得PLC在智能家居系

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0003] 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具有广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缺点也越来越凸显，

频谱资源紧张、电磁干扰、对人体危害、安全性不高、传输距离受限等等。作为射频通信的有

效的补充，可见光通信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可见光通信技术(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简称VLC)是指利用可见光波段的光作为信息载体，利用LED高速闪烁的特

点，在空气中直接传输光信号的通信方式。白光LED具有使用寿命长、绿色环保、安全、不受

频谱限制等优点，被人们广泛研究和利用。

[0004] 准循环低密度奇偶校验码(quasi-cyclic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简称QC-

LDPC)是编码较为简单、易实现并且性能较好的纠错码。将编码技术、电力线载波技术和可

见光通信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是未来通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0005] 在电力向载波通信和可见光通信结合的系统中，电力线噪声、背景光和光电探测

器噪声都会对系统的性能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提出用QC-LDPC码来纠正由于

噪声噪声的信息错误。此外，一方面，不同的通信环境和通信要求对码率的要求不同。例如，

系统的信噪比较高，或者通信所要求的可靠性较低时，不需要很多的校验码就可以达到可

接受的误码率。另一方面，电力线噪声周期性、连续性、随机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固定的码率

也不适合电力线通信系统。码率太大浪费了带宽、降低了系统的通信性能，码率太小，又达

不到系统可靠性的要求。因此，自适应的QC-LDPC编码在保证系统可靠性的同时调整码率尽

可能减少校验码数量，可有效提高传输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

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统。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可见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方法；

[0008] 为了克服电力线载波通信和可见光通信结合系统的电力线噪声、背景光噪声和光

电探测器噪声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本发明利用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较高纠错

能力，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另外，电力线载波通信具有周期性、连续性、随机性和多变性的

特点，固定码率并不能在保证系统可靠性的同时具有较高传输速率，而自适应的QC-LDPC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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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方式可以在保证系统可靠性的同时有效提高了传输效率。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统，包括依

次连接的QC-LDPC编码模块、PLC通信模块、中间转接模块、VLC通信模块和QC-LDPC译码模

块，所述PLC通信模块通过电力线连接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所述VLC通信模块包括依次连接

的LED驱动、LED、光电探测器、光功率计、放大器及滤波器。

[0011]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QC-LDPC编码模块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

号并发送至所述PLC通信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

率，并将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

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产生电力载波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

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将电力载波信号转化成所

述LED可传输的信号；所述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

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

编码模块；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对电信号进行译码，得到

原始的数字信号。

[0012]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PLC通信模块包括PLC调制器。

[0013] 所述PLC调制器接收数字信号，经过电力线耦合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

[001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包括带通滤波器和交直流转换器。

[0015]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带通滤波器分离出调制信号，所述交直流转换器将交流

驱动转换成直流驱动，并将调制信号及直流驱动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

[0016] 上述可见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方法，具体步骤包括：

[0017] (1)所述QC-LDPC编码模块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号并发送至所述PLC

通信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率，并将调整后的编

码码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

[0018] (2)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产生电力

载波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0019] (3)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接收电力载波信号并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所

述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

号，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0020] (4)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对电信号进行译码，得

到原始的数字信号。

[0021]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所述QC-LDPC编码

模块通过神经网络算法调整编码码率。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1、基于电力线载波的LED可见光通信系统在实现数据传输的同时还能实现照明的

作用。

[0024] 2、相比较射频通信，可见光通信有无电磁干扰、无频谱使用限制、绿色无污染、安

全性高等优点，在有光的地方就可以实现通信，使用范围广。

[0025] 3、可见光无线通信系统与电力线传输系统结合较为容易，系统不需要做太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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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力线网络遍布各个建筑，通过电力线可以访问连接在可见光通信设备节约了系统的

构建成本。

[0026] 4、用电力线载波和可见光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相对于目前的LED可见光通信系统

可靠性降低，使用QC-LDPC编码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并且通过自适应的方式调整合

适的码率，减少了传输信息的冗余，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降低了网络成本，提高了传输速

率。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所述PLC通信模块的工作流程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所述VLC通信模块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限定，但不限于此。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基于码率自适应QC-LDPC编码方式的电力线载波的可见光通信系统，包括依

次连接的QC-LDPC编码模块、PLC通信模块、中间转接模块、VLC通信模块和QC-LDPC译码模

块，所述PLC通信模块通过电力线连接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如图1所示；所述VLC通信模块包

括依次连接的LED驱动、LED、光电探测器、光功率计、放大器及滤波器，如图3所示。

[0033] 所述QC-LDPC编码模块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号并发送至所述PLC

通信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率，并将调整后的编

码码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

线上进行传播，产生电力载波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

所述QC-LDPC编码模块；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将电力载波信号转化成所述LED可传输的信号；

所述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

信号，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所述QC-

LDPC译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对电信号进行译码，得到原始的数字信号。

[0034] 所述PLC通信模块包括PLC调制器。

[0035] 所述PLC调制器接收数字信号，经过电力线耦合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如图2所示。

[0036] 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包括带通滤波器和交直流转换器。

[0037] 所述带通滤波器分离出调制信号，所述交直流转换器将交流驱动转换成直流驱

动，并将调制信号及直流驱动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

[0038] 实施例1所述的可见光通信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0039] 实施例2

[0040] 上述可见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方法，具体步骤包括：

[0041] (1)所述QC-LDPC编码模块对输入信号进行编码，得到数字信号并发送至所述PLC

通信模块，并且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调整编码码率，并将调整后的编

码码率发送至所述QC-LDPC译码模块；

[0042] (2)所述PLC通信模块将接收的数字信号耦合到所述电力线上进行传播，产生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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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信号并发送至所述中间转接模块，并且将PLC噪声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0043] (3)所述中间转接模块接收电力载波信号并加载至所述LED，驱动所述LED发光；所

述LED发射光信号至所述光电探测器，所述光电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

号，所述光电探测器还将产生的VLC接收光功率反馈至所述QC-LDPC编码模块；

[0044] (4)所述QC-LDPC译码模块根据接收到的调整后的编码码率对电信号进行译码，得

到原始的数字信号。

[0045] 根据反馈的PLC噪声功率及VLC接收光功率，所述QC-LDPC编码模块通过神经网络

算法调整编码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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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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