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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

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基站下行信号经电光调制器

调制产生，经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入射

到自由空间，后由第一光学天线正向射出，终端

的第二光学天线接收到基站信号后，经第二空

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入射到光耦合器中，一部

分光信号由终端的第二接收模块探测接收，得到

下行信号数据；另一部分光信号入射到反射式半

导体光放大器中，经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擦除

再调制、放大并反射回光耦合器，再经原路由第

二光学天线逆向回射到基站，回射的光信号被基

站的第一接收模块探测接收，得到上行信号数

据。本发明能极大地提高了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

信系统的传输速率，降低了通信设备的复杂度，

对下一代高速长距离的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

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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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包括基站和终端，其特征在于：

基站包括激光器(1)、第一偏振控制器(2)、第一信号源(3)、电光调制器(4)、光环形器

(5)、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第一光学天线(7)和第一接收模块(13)，激光器(1)经第

一偏振控制器(2)和电光调制器(4)的光输入端通过光纤连接，电光调制器(4)的电输入端

与第一信号源(3)通过电缆连接，电光调制器(4)输出端经光环形器(5)和第一空间-光纤耦

合装置(6)通过光纤连接，光环形器(5)和第一接收模块(13)通过光纤连接，第一空间-光纤

耦合装置(6)和第一光学天线(7)通过空间光耦合连接；

终端包括第二光学天线(8)、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光耦合器(10)、第二信号源

(11)、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和第二接收模块(14)，第二光学天线(8)和第二空间-光

纤耦合装置(9)通过空间光耦合连接，光耦合器(10)分别与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反

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和第二接收模块(14)通过光纤连接，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

的电输入端和第二信号源(11)通过电缆连接；

所述基站的激光器(1)发出的光信号经第一偏振控制器(2)偏振调节后输入到电光调

制器(4)中，电光调制器(4)将第一信号源(3)的数字信号加载调制到光信号上，然后经光环

形器(5)传输到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经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耦合成自由空

间光后由第一光学天线(7)正向射出；

所述终端的第二光学天线(8)接收到来自第一光学天线(7)的光信号后，经第二空间-

光纤耦合装置(9)耦合入射到光耦合器(10)中，光耦合器(10)接收的一部分光信号由第二

接收模块(14)探测接收，得到下行信号数据；光耦合器(10)接收的另一部分光信号入射到

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中，光信号经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擦除再调制、放大并

反射回光耦合器(10)，再经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耦合回自由光空间，最后由第二光

学天线(8)逆向回射，回射的光信号依次由第一光学天线(7)接收并耦合回第一空间-光纤

耦合装置(6)，再经过光环形器(5)从其逆向输出端输出到第一接收模块(13)探测接收，得

到上行信号数据；

所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通过饱和放大将接收到的光信号原有幅值调制信息

擦除，将第二信号源(11)发出的电信号调制到擦除后的光信号上，再放大后反射回空间-光

纤耦合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行信号的传输格式和传输速率由电光调制器(4)的调制类型和最高调制速率决定，

其中传输格式根据电光调制器(4)的调制类型可为开关键控信号或差分相移键控信号，传

输速率可达吉比特/秒；所述上行信号的传输速率由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的最高调

制速率决定，传输格式为开关键控信号，传输速率可达吉比特/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行信号的传输速率大于所述上行信号的传输速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一接收模块(13)采用光电探测器(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二接收模块(14)由电光调制器(4)调制类型决定：

若电光调制器(4)调制类型为开关键控信号，则第二接收模块(14)采用光电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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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电光调制器(4)调制类型为差分相移键控信号，则第二接收模块(14)主要由第二偏

振控制器(16)、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17)和光电探测器(15)构成，光耦合器(10)输出端依

次经第二偏振控制器(16)、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17)后与光电探测器(15)连接，光耦合器

(10)输出的信号经第二偏振控制器(16)后，再经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17)解调后输入到光

电探测器(15)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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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由空间激光通信技术，尤其是涉及了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

间激光通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是指以激光光波作为载体，大气作为介质传输语音、数据、

图像等信息的光通信系统。与传统的微波空间通信相比，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结合了光纤通

信与微波通信的优点，既利用激光作为载波保证大通信容量、高速率传输，又采用空间的通

信方式，自由灵活，在移动目标之间、固定目标之间、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之间以及一些不

宜铺设光纤的地域，如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卫星与飞机、海岛、海陆以及江河两岸之间

的通信等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应用潜力；在民用方面，市场上海量数据传输的瓶颈也急需解

决。自由空间激光通信因其传输带宽大、隐蔽性好不易被截获、方向型好、抗干扰能力强、体

积小、重量轻等优点，是空间信息传输最有竞争力的技术途径。

[0003] 传统的无线光通信系统中基站和终端都需要装载激光发射/接收和自动跟踪瞄准

捕获装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备的体积和重量以及技术的复杂度。如果采用单一光源

作为载波，将光源置于基站上，则可免去终端的激光发射器和自动跟踪瞄准捕获装置，减轻

终端设备的体积、重量和功耗，有效降低了空间激光通信系统的应用限制。尽管已有一些方

法可实现单光源下双向信号的传输，但普遍传输速率较低，仅达兆比特/秒。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高速的单光源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能够实

现高速自由空间激光通信。

[0005] 本发明采用电光调制器作为下行调制器件、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作为上行调制

器件，即可实现吉比特/秒信号的双向传输。本发明在减小终端设备技术复杂度和功耗的同

时，实现了单光源下双向高速信号的空间传输，大大提高了双向传输速率，满足了现阶段空

间激光通信技术发展的需要。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基站和终端：

[0007] 基站包括激光器、第一偏振控制器、第一信号源、电光调制器、光环形器、第一空

间-光纤耦合装置、第一光学天线和第一接收模块，激光器经第一偏振控制器和电光调制器

的光输入端通过光纤连接，电光调制器电的输入端与第一信号源通过电缆连接，电光调制

器输出端经光环形器和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通过光纤连接，光环形器和第一接收模块

通过光纤连接，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和第一光学天线通过空间光耦合连接；

[0008] 终端包括第二光学天线、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光耦合器、第二信号源、反射式

半导体光放大器和第二接收模块，第二光学天线和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通过空间光耦

合连接，光耦合器分别与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和第二接收模块

通过光纤连接，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的电输入端和第二信号源通过电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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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基站的激光器发出的光信号经第一偏振控制器偏振调节后输入到电光调制

器中，电光调制器将第一信号源的数字信号加载调制到光信号，然后经光环形器传输到第

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成自由空间光后由第一光学天线并正向射出。

[0010] 所述终端的第二光学天线接收到来自第一光学天线的光信号后，经第二空间-光

纤耦合装置耦合入射到光耦合器中，光耦合器接收的一部分光信号由第二接收模块探测接

收，得到下行信号数据。

[0011] 光耦合器接收的另一部分光信号入射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中，光信号经反射

式半导体光放大器擦除再调制、放大并反射回光耦合器，再经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

回自由光空间，最后由第二光学天线逆向回射，回射的光信号依次由第一光学天线接收并

耦合回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再经过光环形器从其逆向输出端输出到第一接收模块探

测接收，得到上行信号数据。

[0012] 所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将接收到的光信号通过饱和放大擦除其上原有的幅

值调制信息后，将第二信号源发出的电信号调制到擦除后的光信号上，并放大后经光纤反

射回空间-光纤耦合装置。

[0013] 本发明利用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对已携带信号的光载波进行再调制的特殊性

能，采用单一光源作为光载波，同时实现下行信号和上行信号的双向传输。

[0014] 所述下行信号的传输格式和传输速率由电光调制器的调制类型和最高调制速率

决定，其中传输格式根据电光调制器调制类型可为开关键控信号或差分相移键控信号，传

输速率可达吉比特/秒。

[0015] 所述上行信号的传输速率由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的最高调制速率决定，传输格

式为开关键控信号，传输速率可达吉比特/秒。

[0016] 所述下行信号的传输速率大于所述上行信号的传输速率。

[0017] 所述的第一接收模块采用光电探测器。

[0018] 所述的第二接收模块由电光调制器调制类型决定：若电光调制器调制类型为开关

键控信号，则第二接收模块采用光电探测器；若电光调制器调制类型为差分相移键控信号，

则第二接收模块主要由第二偏振控制器、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和光电探测器构成，光耦合

器输出端依次经第二偏振控制器、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后与光电探测器连接，光耦合器输

出的信号经第二偏振控制器后，再经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解调后输入到光电探测器接收。

[0019] 本发明的传输速率由基站部分的电光调制器和终端部分的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

器自身的最高调制速率决定。其中对于终端部分，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一般的最高调制

速率至少能够达到吉比特/秒，因此使得本发明相比现有调制、放大、反射独立依次处理的

结构模块和方式(现有这种结构的传输速率仅为兆比特/秒)提高了传输速率。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发明可实现双向吉比特/秒的自由空间激光通信，传输速率高，且仅需要单一光

源，就能极大地提高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

[0022] 本发明终端设备体积小、功耗低、复杂度低，满足现阶段对高速自由空间激光通信

系统的需求，对下一代高速长距离的双向自由空间激光通信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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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装置的一种接收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装置的另一种接收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下行信号经过自由空间激光传输后测得的眼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行信号经过自由空间激光传输后测得的眼图。

[0028] 图中：1为激光器，2为第一偏振控制器，3为第一信号源，4为电光调制器，5为光环

形器，6为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7为第一光学天线，8为第二光学天线，9为第二空间-光

纤耦合装置，10为光耦合器，11为第二信号源，12为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3为第一接收

模块，14为第二接收模块，15为光电探测器，16为第二偏振控制器，17为相位编码信号解调

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双向通信系统包括基站和终端。

[0031] 如图1所示，基站包括激光器1、第一偏振控制器2、第一信号源3、电光调制器4、光

环形器5、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第一光学天线7和第一接收模块13，激光器1经第一偏

振控制器2和电光调制器4的光输入端通过光纤连接，电光调制器4的电输入端与第一信号

源3通过电缆连接，电光调制器4输出端经光环形器5和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通过光纤

连接，光环形器5和第一接收模块13通过光纤连接，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和第一光学天

线7通过空间光耦合连接。

[0032] 如图1所示，终端包括第二光学天线8、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光耦合器10、第

二信号源11、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和第二接收模块14，第二光学天线8和第二空间-光

纤耦合装置9通过空间光耦合连接，光耦合器10分别与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反射式半

导体光放大器12和第二接收模块14通过光纤连接，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的电输入端和

第二信号源11通过电缆连接。

[0033] 激光器发出的光信号经第一偏振控制器偏振调节后输入到电光调制器中，电光调

制器与第一信号源连接，电光调制器的输出端与光环形器的正向输入端连接，经光环形器

的正向输出端输入到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到自由空间光中，由第一光学天线正向

射出，经过一定距离的自由空间传输，再由第二光学天线接收并经过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

置耦合入光纤中后射入光耦合器中，一部分光由第二接收模块探测接收，得到下行信号数

据。

[0034] 另一部分光输入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中，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与第二信号

源连接，光信号经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擦除再调制、放大并反射经过光耦合器，再经第二

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回自由空间，经第二光学天线逆向回射，经过一定距离的自由空间

传输，由第一光学天线接收并经过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到光纤中，经过光环形器后

从光环形器的逆向输出端输出，由第一接收模块探测接收，得到上行信号数据。

[0035] 如图2所示，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调制格式为开关键控信号，所述的第一接收

模块13采用光电探测器15，即光环形器5的反向输出端口与光电探测器15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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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2所示，若电光调制器4的调制格式为开关键控信号，所述的第一接收模块14

采用光电探测器15，即光耦合器10的一个输出口与光电探测器15连接。

[0037] 如图3所示，若电光调制器4的调制格式为差分相移键控信号，所述的第二接收模

块14采用第二偏振控制器16、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17和光电探测器15，即光耦合器10的一

个输出端经第二偏振控制器16后再经相位编码信号解调器17解调后与光电探测器15连接。

[0038]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中，激光器可选择通信波段的各种激光器，光学天线可选用

现有各种空间光准直器件及系统，如透镜、光学望远系统等，电光调制器、偏振控制器、光环

形器、空间-光纤耦合装置、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解调器、光电探测器均可选用各种商业

元器件。

[0039] 本发明装置的光信号由激光器1提供，下行信号经过电光调制器4加载，上行信号

经过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12加载，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6和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9

用于自由空间和光纤之间光的耦合，第一光学天线7和第二光学天线8用于自由空间光的发

射和接收。

[0040] 对于接收模块，如图2，当第一接收模块和第二接收模块仅有一个光电探测器15，

用于开关键控信号的接收检测；如图3中，当第二接收端由第二偏振控制器16，相位编码信

号解调器17和光电探测器15构成，用于差分相移键控信号的接收检测。第二接收模块选择

那种接收方案取决于第一信号源3发出的信号编码类型。

[0041] 本发明的实施例如下：

[0042] 本发明以调制传输10吉比特/秒的下行差分相移键控信号(DPSK)和1.25吉比特/

秒的上行开关键控信号(OOK)为例进行实验验证。

[0043] 激光器发出1550纳米的光经偏振控制器后输入到相位调制器中，相位调制器与第

一信号源连接，第一信号源产生10吉比特/秒的伪随机二进制序列用以模拟实际应用中的

调制信号，并加载到相位调制器上产生下行差分相移键控信号，下行差分相移键控信号经

过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到自由空间，由第一光学天线正向发射、空间传输、第二光学天

线接收后，再由第二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回光纤进入1：1耦合器中，一部分光经相位编

码信号解调器解调后由光电探测器探测，探测的经过自由空间传输后的下行差分相移键控

信号的眼图如图4所示。

[0044] 另一部分光输入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由第二信号源产生1.25吉比特/秒的

伪随机二进制序列加载到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上产生上行开关键控信号(OOK)，反射的

上行开关键控信号(OOK)进入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到自由空间，由第一光学天线正向发

射、空间传输、第二光学天线接收后，由第一空间-光纤耦合装置耦合回光纤经过环形器的

逆向输出端输出后并用光电探测器探测，探测的经过自由空间传输后的上行开关键控信号

眼图如图5所示。

[0045] 本发明实施例的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的型号为SOA-RL-OEC-1550，体积为12厘

米×15厘米×3厘米、重量约200克，由于其自身的调制速率在1.25吉比特/秒左右，因此本

实施例能达到的最大传输速率也在1.25吉比特/秒左右。但具体实际操作中可以采用更高

速率的反射式半导体光放大器，因此本发明结构应用中的最大传输速率不限于此。

[0046] 由此可见，本发明技术效果显著，可用于双向的空间激光通信，双向传输速率高，

且仅需要一个光源即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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