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 利 釣所公 的匡阮

(19) 世界知洪芹杖貌綢
因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8 年10 月 日(09.10.2008)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74) 代理人 北京集佳知棵芹杖代理有限公司 (UNI-
H04B 10/18 (2006 01) TALEN ATTORNEYS AT LAW), 中回 京市朝陌

匡建回 大街22弓賽特仁場7尾 , Bei ing 100004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8/070501 (CN)

(22) 回阮申清日 2008 年3 月14 日(14 03 2008)
(81) 指定回 ( 除另有指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回家

(25) 申清晤言 中艾 保折 )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26) 公布晤言 中艾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30) 伉先杖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200710073930 X

LT, LU, LY,MA, MD, ME, MG, MK, MN, MW, MX,
2007 3 30 日(30 03 2007) CN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

(71) 申清人 (肘除 回 ) : 半力技木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有限公司 (HUAWE]盟所有指
3L(熙 S CO., LTD.)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ZA,

仁N/CN], 中回P 京省 淵尤崗匡圾 田竿力恙部 ZM, ZW

亦公櫻 , Guangdong 518129 (CN)
(84) 指定回 ( 除另有指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

(72) 友明人 ; 及 保折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75) 友 明人 / 申清人 ( 鼎回 ) : 傅 炸 (F几 Wei)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仁N/CN], 中回P 京省 尤崗匡圾 田竿力恙部 KG, KZ, MD, RU, TJ, TM), 歐洲 (AT, BE, BG, CH,
亦公櫻 , Guangdong 518129 (CN) 陶智 (TAO,

、
慧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Zhihui) [CN/CN], 中回仁 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 IS, IT, LT, LU, LV,MC, MT, NL, NO, PL, PT, RO, SE,
竿力恙部亦公 Guan 518129 (CN八胖 剌萌 SI, SK,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LIU, Yue) [C ], 京 。深圳市尤崗匡圾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田竿 亦 g 518129 (CN) 賈佳
叮IA, J i N

娥
幻 仁 /CN], 蹦戰、 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 本回阮公 六

竿力恙部亦公 , Guangdong 518129 (CN) 包括回阮栓索扳告

(54) Title: A GENERATING DEVICE AND METHOD OF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SIGNAL

(54)

(57) Abstract: A generating device of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signal, which includes a branching module
(1) for branching the data signal (a) to be transmitted
into N channels of data signal, N preprocessing modules
(2) for respectively adjusting the phase and amplitude
of frequency domain for the N channels of data signal,
and outputting N channels of predistorted electric
signal, an optical carrier wave generating module (3)
for generating N channels of coherent optical carrier

1 BRANCHING MODULE 固 3 / Fig 3
wave, N electrooptical modulators (4) for respectively

2 PREPROCESSING MODULE modulating the N channels of coherent optical carrier
3 OPTICAL CARRIER WAVE GENERATING MODULE

4 ELECTROOPTICAL MODULATOR
wave according to the N channels of predistorted electric

5 OPTICAL COUPLING MODULE signal in order to generate N channels of predistorted
A DATA SIGNAL optical signal, and an optical coupling module (5) for

coupling the N channels of predistorted optical signal
into one channel of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optical signal A generating method of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optical signal
is also provided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use the existing devices to generate the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signal through
preprocessing the data signal, thereby reducing the demand for the bandwidth of the electric devices in the prior art

[J ]



(57) 摘要

一村色散朴俏信弓的芒生裝置，包括 分路模抉 (1), 將待友射的致据佰肯 (a)分成 路致据信弓 ; N介倣她抖

模抉仙 分別肘 N路數据信弓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稠整，輸出 N路預扭曲曲信岩 光載波芹生模抉 (3)，汗生

路相干光載波 ; N介屯光稠制器 (4), 分別根据 N路預扭曲屯信青，肘 N路相千光載波迸行稠制，鬥生 N跆厥扭 曲光

信弓 光隅合模抉 (5)，將 N路預扭曲光信青稱合成一路色散朴僕光信骨。也相匝地提供了戶生色散朴僕光估肯的方

法。本友明通迂肘教据信肯的預她理，可以使用現有的器件芹生色敬朴僕信肯 降低了圳有技木肘屯器件帶兆的要

求。



一神色散朴佳信于的戶生裝置及方法

本 申晴要 求 于 2007 年 0 3 月 3 0 日提 交 中 囤 寺 利 局 、 申晴 青 力

200710073930 ．X 、友明名妳力 一神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占方法 的中囤

寺利申晴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侍瑜領域，特別涉及一神 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及
方法 。

背景技木

在光仟侍瑜 系 統中，由于不 同頻率分量或各神模式分量侍瑜速度的不

同而引起的色散效座丹重影晌了在光仟 中侍瑜的信青，使信青波形失具，
伙而早致 了碉同干抗 。 色散吋系 統性能帶柬的損伯不可忽略，一般侍瑜速

匕
日匕 目前戶泛商用的 色散朴僕技木是通迂占侍瑜光仟 色散特性相反的色散
朴僕光仟 奕現 色散朴僕 。 近年柬，友端的屯域 色散朴僕技木由于具有長距
禹 色散朴僕和 自迢座朴僕的能力，井克服了色散朴僕光仟朴僕方式的缺陷，
引起了並界戶泛吳注。

但 色散預朴僕帶柬的一介 何 題是在友射端 引起信青較大的功率峰均

比，迷將造成信青侍瑜迂程中更大的非域性效座影晌。 所謂非域性效座，

主要包括光仟中的 自相位碉制 、 交叉相位碉制 、 四波混頻等效座 。 非域性

效座的影晌跟信青侍瑜距禹 、入仟功率和信青波形有吳 系 ，吋于 Gb /s以

上的光仟侍瑜 系 統非域性效座的影晌不可忽略。 目前抑制非域性效座影晌
的一神有效方式是使用新型的碉制格式，如仁零碉 ( Z , e - o-ze o 、

載波抑制 仁零碉 ( C RZ C a e - pp essed Re - o-Ze o )、 咽嗽仁零碉
( CRZ Ch ped Re - o-Ze o )

現有技木的屯域 色散預朴僕友射札原理框因如因 1所示，友射札在屯域

先吋教搪信青迸行編碉赴理，戶生各神泳寬的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然后



曲屯信青，所迷的教字預扭曲屯信青通迂教模特換模決特換力 色散預朴僕

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最后所迷的 色散預朴僕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努迂屯

光碉制器戶生預扭曲光信青。 核預扭曲光信青吋連接屯光碉制器的光仟域

路的色散效座迸行朴僕 。 但通迂編碉模決引入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后，使

得教搪信青培寬增大，吋于 Gb t/s以上系 統，目前的教模特換模決的帶寬

將滿足不 了要求 。

現有技木的色散預朴僕載波抑制仁零 屯信青頻培示意囤，如囤2所示，
．

橫坐析
。

和臥坐析分別力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 s 芳 的頻率值和功率值 。

核載波抑制仁零屯信青的占空比力67 ，它的主瓣寬度力 15G z，比普通的

非仁零碉 ( q Z , o Re o Ze o ) 主瓣寬度增加5 0 ，要求教模特換

器帶寬在 G z以上。因此虛用 屯域 色散預朴僕技木所要求的教模特換器等
屯器件帶寬也相座增加，而現有的教模特換器迷不到核要求，所以吋引入
仁零碉的座用于屯域 色散預朴僕技木的信青去抑制非域性效座的技木元法

得到 奕現 。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一神 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和方法，解決現有技

木中的屯 色散預朴僕技木引入仁零碉忖吋屯器件帶寬要求迂高的何題，提
高了信青侍瑜的席量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一神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包括

分路模決 、 介預赴理模決、 介屯光碉制器 、 光載波戶生模決和光栩
合模決

所迷分路模決，用于將待友送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所迷 介預赴理模決，用于分別吋所迷分路模決瑜 出的 路教搪信青的

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預扭曲屯信青

所迷光載波戶生模決，用于戶生 路相干光載波

所迷 介屯光碉制器，用于分別根搪所迷的 路預扭曲屯信青，吋所迷

的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預扭曲光信青
所迷光栩合模決用于將所迷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

光信青



力大于1的 自然教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色散朴俏信青的戶生方法，包括

將待友射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分別吋所迷 路教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預扭
曲屯信青

根搪所迷的 路預扭曲屯信青，吋所迷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預扭曲光信青

將所迷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青
力大于1的 自然教 。

由此可几，在本友明奕施例中，通迂吋 路 ( 丙路或多路 ) 教搪信青

的預赴理，可以使用現有的器件戶生 色散朴僕信青，降低 了屯器件帶寬的

要求，克服了現有技木吋引入仁零碉的座用于屯域 色散預朴僕技木的信青
去抑制非域性效座的技木元法得到 奕現的缺陷。

附團說明

因 1力現有技木的屯域 色散預朴僕友射札原理框因

因3力本友明奕施例一提供的色散朴僕信寺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

因4力本友明奕施例二提供的色散朴僕信寺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

因5力本友明奕施例二的光培因

因6力本友明奕施例三提供的色散朴僕信寺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

因 7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光載波模決奕現框因 。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結合具休奕施例東說明本友明的技木方案 。

奕施例一

本奕施例提供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如因3所示，細奕

域表示屯信青，粗奕 域表示光信青。 核 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由五部分
組成，分別力分路模決 、 介預赴理模決、 介屯光碉制器 、 光載波戶生模
決和光栩合模決 。 分路模決用于將待友射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介預赴理模決分別吋分路模決瑜 出的 路教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

行碉整，碉整方法如下 將仁零光信青的函教表示形式按照虛教指教形 式

占三角 函教形式的奕換吳 系拆分成 項 ，每一項存在相座的頻率偏移，將 色

決的赴理函教， 介預赴理函教分別吋 路教搪信青迸行卷私返算，使 路

教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戶生碉整，瑜 出 路預扭曲屯信青。 通常每介

預赴理模決的赴理函敖由可以戚弱 色散影晌的色散朴佳函敖和需要戶生的
色散預朴僕光信青的表示函教形式決定 。光載波戶生模決用于戶生 路相干
光載波 。 介屯光碉制器模決用于通迂 介預赴理模決戶生的 路預扭曲屯

信青，吋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預扭曲光信青。 光栩合模決用

于將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青。

奕施例二
本奕施例提供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如因4所示，預赴

理模決包括教字預赴理模決和教模特換模決，光栩合模決具休力光栩合器 。

教字預赴理模決，用于吋教搪信青的教字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教字預扭曲屯信青。 教模特換模決，用于將教字預扭曲屯信青特換成模
似的預扭曲屯信青。

分路模決將待友射的數搪信青分成丙路，丙路教搪信青分別努迂教字

預赴理模決 11和教字預赴理模決 12 ，丙介教字預赴理模決的赴理函教可如

下戶生 將載波抑制仁零光信青 s(7 ) s 匹t ( Ub 是教搪信青速率 ) 按照虛教
2

指教形式占三角 函教形式的奕換吳 系拆分成2項

s ) x ( 旦 和 s ) x 匹f)
2 2

將 色散朴僕函教 分別迸行丙次頻率偏移戶生丙介教字預赴理模決
叨 叨

的赴理函教 ) exp 芋 「) 和 h 「) eXp 刁 了0 ，丙路教搪信青s 分別

努迂丙介赴理函教赴理戶生教字預扭曲屯信青。 通常由可以減弱 色散影晌

的色散朴僕函教和載波抑制仁零光信青的形式決定 。 教字預赴理模決具休



力有限沖去晌座濾波器 、 元限沖去晌座濾波器 、 快速傅立什奕換濾波器 、

查找表赴理羊元，教字預赴理模決可以根搪光仟侍瑜 系 統的 色散參教吋色

散朴僕函教迸行碉整，奕現功怒的色散朴僕碉整 。

教字預赴理模決 11和數字預赴理模決 12瑜 出的教字預扭曲屯信青分別

通迂教模特換器2 1和教模特換器22，特換成丙路預扭曲屯信青。 所迷的丙

路預扭曲屯信青分別驅功屯光碉制器 3 1和屯光碉制器 32，吋光載波戶生模
決4戶生的丙路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丙路預扭曲光信青，屯光碉制器3 1和
屯光碉制器 32瑜 出的光培如因5 (a ) 和 ( b ) 所示，最后通迂栩合器 5相加
得到可朴僕 色散的色散朴僕光信青，栩合器 5的瑜 出光培如因5 (c ) 所示 。

奕施例三

本奕施例提供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奕現框因，如因6所示，在奕

施例二的基咄上，增加了丙介光忖延器 。 丙介屯光碉制器瑜 出的丙路預扭

曲光信青分別瑜入丙介光吋延器 。 所迷的光忖延器將預扭曲光信青迸行延

忖，碉市丙路預扭曲光信青的忖延差，使得丙路預扭曲光信青同忖迸入光

栩合器，迷到 了准碉 同步的效果 。

本領域的技木人員 可以知道，本友明中的光栩合模決可以迸一步包括

介光忖延器和一介光栩合器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光載波模決奕現框因，如因7所示 。 光載波戶生模
決奕現了多介光載波的戶生，同忖光載波之同滿足一定的相位吳 系一同相

或反相，包括用于戶生羊介光載波的光源 、 忖鉀信青戶生器，屯光碉制器

和光分路器 。

其中忖鉀信青戶生器，用于戶生頻率值力教搪信青速率值一半的整教

倍的忖鉀信青。 以戶生 色散預朴僕的載波抑制仁零光信青力例，根搪載波
幼 幼

抑制仁零光信青拆分的丙項 ，包括了正丁 和負 丁的頻率偏移，則忖鉀信

青需要戶生頻率值力 旦
2

的忖鉀信青。 其它的仁零光信青拆分后，包括 介
旦 整教倍頻率偏移的分項，因此忖鉀信青戶生器需要戶生頻率值力教搪信
2
青速率值一半的整數倍的吋神信青。 羊介光載波瑜入屯光碉制器，屯光碉

制器通迂忖鉀信青吋羊介光載波迸行碉制，使羊介光載波的頻培在中 赴



向左右方向搬移，瑜 出以頻培中 吋妳的合在一起侍瑜的丙路相干光載波。

比如 光源友出的光信青的中 頻率力 193. T z，教搪信青的侍瑜速率力

Gb/s ，則 占忖鉀信青的頻率力 5 G z叱 屯光碉制器瑜 出的合在一起侍瑜

的丙路相干光載波，分別力 3 . T z+5G z和193. T z-5G z。 光分路器，

用于將合在一起侍瑜的相干光載波分成分別侍瑜的羊介光載波 。 具休地，

將上迷合在一起侍瑜的丙路相干光載波通迂光分路器后，戶生丙路分別力

193. T z+5G z和193. T z-5G z的分別侍瑜的光載波 。

如果需要戶生三路光載波，則可以直接增加光源，以戶生不 同的光信
青，迷梓瑜 出的光載波分別力 3 . T z+5G z 1 3 . T z 1 3 . T z-5G z

如果需要戶生四路光載波，則使用如因7 所示的丙套器件，分別力丙介忖鉀
信青戶生器 、 丙介屯光碉制器 、 丙介光分路器 。 由此可知，若要戶生 路光

載波，則只需將因7 中的器件迸行成倍折展、 筒羊組合即可。

本友明奕施例中的屯光碉制器可以力 Z ( a c -Ze de od a o ，凸
赫 曾德 示 ) 碉制器，也可以力 A ( ec o-Abso p o ，屯吸收 ) 碉制器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方法，包括

將待友射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分別吋 路教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預扭曲屯

信青，具休力 吋 路教搪信青的教字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教字預扭曲屯信青，然后將 路教字預扭曲屯信青特換成模似的 路預扭
曲屯信青。

戶生 路相干光載波的迂程，具休力 戶生頻率值力教搪信青速率值一
半的整教倍的忖鉀信青 通迂忖鉀信青吋羊介光載波迸行碉制，瑜 出合在
一起侍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 將合在一起侍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分成分別侍

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

根搪 路預扭曲屯信青，吋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預扭曲
光信青。

碉市所迷 路預扭曲光信青的忖延差，使得碉市后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
同忖迸入光栩合器 將碉市后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

青。



力大于1的 自然教 。

使用本友明方案戶生的色散朴僕信青，可以吋在光仟侍瑜 系 統中侍瑜

的光信青的色散迸行朴僕，在光仟侍瑜 系 統收端恢夏成 良好的教搪信青。

由于去除了色散朴僕光仟的使用 ，井在屯域吋教搪信青迸行預赴理，因此

可以 奕現功怒的色散朴僕碉整 。 引入仁零碉后，增強 了色散朴僕信青抗光

仟非域性效座的能力，通迂吋丙路或多路教搪信青的預赴理，可以使用現

有的器件戶生核 色散朴僕信青，降低 了屯器件帶寬的要求，克服了現有技

木吋引入仁零碉的座用于屯域 色散預朴僕技木的信青去抑制非域性效座的

技木元法得到 奕現的缺陷。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較佳的具休奕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妒范 園井

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木領域的技木人員 在本友明揭露的技木范 園 內，

可輕易想到的奕化或替換，都座涵蓋在本友明的保妒范 固之內 。 因此，本

友明的保妒范 園座核以杖利要求半的保妒范 園力准 。



枝 利 要 求

1、 一神 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分路模決 、 介

預赴理模決、 介屯光碉制器 、 光載波戶生模決和光栩合模決

所迷分路模決，用于將待友送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所迷 介預赴理模決，用于分別吋所迷分路模決瑜 出的 路教搪信青的

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預扭曲屯信青

所迷光載波戶生模決，用于戶生 路相干光載波

所迷 介屯光碉制器，用于分別根搪所迷的 路預扭曲屯信青，吋所迷

的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預扭曲光信青
所迷光栩合模決，用于將所迷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

光信青
力大于1的 自然教 。

2 、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

的預赴理模決包括教字預赴理模決和教模特換模決

所迷的教字預赴理模決，用于吋所迷的 路教搪信青的教字頻域的相位

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教字預扭曲屯信青

所迷的教模特換模決，用于將所迷的 路教字預扭曲屯信青特換成模似

的 路預扭曲屯信青。

3 、 如杖利要求2所迷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其特征在于，迸一
步包括 介光忖延器，

青迸行延忖，碉市所迷 路預扭曲光信青的忖延差，使得碉市后的 路預扭
曲光信青同忖迸入所迷光栩合器 。

4 、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

的光載波戶生模決包括至少一介用于戶生光載波的光源 、 至少一介忖鉀信

青戶生器 、 至少一介屯光碉制器和光分路器

所迷的忖鉀信青戶生器，用于戶生頻率值力所迷教搪信青速率值一半

的整教倍的忖鉀信青
所迷屯光碉制器，用于通迂所迷的忖鉀信青吋所迷光載波迸行碉制，



得到 路相干光載波，井將所迷 路相干光載波合在一起瑜 出洽光分路器

所迷光分路器，用于將所迷合在一起侍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分成分別侍

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

5 、如杖利要求 1至4 中任一項所述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裝置，其特征

在于，所迷的屯光碉制器力凸赫 曾德 示 Z碉制器，或 屯吸收 A碉制器 。

6 、 一神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將待友射的教搪信青分成 路教搪信青
分別吋所迷 路教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預扭

曲屯信青
根搪所迷的 路預扭曲屯信青，吋 路相干光載波迸行碉制，戶生 路

預扭曲光信青
將所迷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青

力大于1的 自然教 。

7 、 如杖利要求6所迷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分別吋所迷 路數搪信青的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偷出 路預扭
曲屯信青的步驟，具休包括

吋所迷的 路教搪信青的教字頻域的相位和幅度迸行碉整，瑜 出 路教

字預扭曲屯信青

8、如杖利要求6所述的色散朴佳信青的戶生方法，其特征在于，

將所迷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青的步驟，具休包

括

分別碉市所述 路預扭曲光信青的忖延差，使得碉市后的 路預扭曲光

信青同忖迸入所述光栩合器

將所迷碉市后的 路預扭曲光信青栩合成一路 色散朴僕光信青。

9 、 如杖利要求6所迷的色散朴僕信青的戶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戶生 路相干光載波的步驟，具休包抬

戶生頻率值力所迷教搪信青速率值一半的整教倍的忖鉀信青

通迂所迷的忖鉀信青吋光載波迸行碉制，得到 路相干光載波，井將所



迷 路相干光載波合在一起侍瑜

將所迷合在一起侍瑜的 路相干光載波分成分別侍瑜的 路相干光載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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