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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精密控制分布反馈激光器的温度与电流，采用数字信号处理芯片，设计了分布反馈激光器驱动装置。通

过该装置设定激光器温度和电流的参考电压，经数模转换，再通过温度和电流驱动模块，馈入并驱动分布反馈激光器，进

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４０ｍｉｎ内温度变化极差与标准差分别不超过５ｍＫ和０．７ｍＫ，电流变化极差与标准差不超过
４０μＡ和６μＡ；驱动半导体光放大器，关断时间小于１μｓ，具有良好的瞬间响应特性；该装置具有较高的温度和电流稳定
性，流控模块具有良好的瞬态特性，能够精密控制分布反馈激光器的温度和电流。该控制装置可用于光腔衰荡光谱研

究，控制分布反馈激光器并驱动光放大器来关断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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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分布反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ＤＦＢ）激光器具有
窄线宽单模输出和输出波长稳定等特点［１］，被广泛应

用于光通信［２］、气体成分分析和科学实验研究等领

域。温度和电流是ＤＦＢ激光器的两个重要参量，精细
调节这两个参量可以精确控制激光器输出的激光波

长［３４］。在基于 ＤＦＢ激光器的光腔衰荡光谱（ｃａｖｉｔｙ
ｒｉｎｇｄｏｗ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ＲＤＳ）研究中，调节激光器温
度和电流，改变激光器输出波长并实现激光模式和光

腔模式之间的匹配，完成整个分子吸收谱线的测

量［５］。传统的温度和电流控制器是由模拟电路组成

的，控制精度较高，但无法实现自动化控制［６］。近年

来，随着微型控制芯片的发展，单片机、数字信号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ＳＰ）芯片和现场可编程门阵
列（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ＦＰＧＡ）芯片被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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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Ｂ激光器的控制电路中［７１０］，促进其驱动系统小型

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驱动装置可靠性和自动化

程度［１１１５］。目前销售的商业控制器难以兼具高精度

（温度控制ｍＫ级，电流控制μＡ级）、小体积和低成本
的需求［１６］，且很难应用于小型化装置中，比如小型化

光腔衰荡光谱装置。

本文中开展基于软件控制的 ＤＦＢ激光器温度和
电流的控制装置研究。研究中采用ＬＤＴＣ０５２０驱动模
块，分别通过该模块的比例积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ＰＩ）负反馈回路和慢启动电压电流转换来控制激
光器温度和电流，并用Ｃ＃语言编写上位机软件。采用
该控制装置驱动ＤＦＢ激光器，研究在不同温度和电流
设定值下，温度和电流的时间稳定性。驱动光放大器

开断激光，研究该控制装置的瞬态响应特性。

１　研究方案

本文中研究的ＤＦＢ激光器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１
所示。主要包括３个部分：参考电压设定模块、温度与
电流驱动模块和 ＤＦＢ激光器模块。参考电压设定模
块用于激光器温度和电流的设定，并将设定值以电压

信号的方式输出到温度与电流驱动模块。温度与电流

驱动模块的温度控制端和电流控制端连接 ＤＦＢ激光
器模块两个蝶形底座的温度控制和电流控制接口，实

时调节ＤＦＢ激光器系统的温度值和电流值。图１中
的通用串行总线（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ｂｕｓ，ＵＳＢ）数据采集
卡（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ＡＱ）用于稳定性试验中的数据采
集。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ｓ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参考电压设定模块
参考电压设定模块设计原理如图２所示。主要包

括ＤＳＰ芯片（型号：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和数模转换器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ｏａｎａｌｏｇ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ＡＣ）（型号：ＤＡＣ８５５２）。
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的工作频率为１５０ＭＨｚ，包含命令寄存
器模块、逻辑控制模块和串行外设接口（ｓ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ＰＩ）模块。ＤＡＣ８５５２是１６位双路输出
数模转换器，包含命令寄存器和通道选择的逻辑电路，

具有噪声小、稳定性好的特点。采用 Ｃ＃编写上位机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Ｃ）软件，其与 ＤＳＰ芯片之间以 ＲＳ２３２串口方式进
行通讯。

控制器工作时，由 ＰＣ发送控制命令，设定控制温
度Ｔ和电流 Ｉ。ＤＳＰ芯片根据所接收的命令通过 ＳＰＩ
来控制数模转换器 ＤＡＣ８５５２输出的对应电压值。通
过时序设计用通用输入／输出（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ＧＰＩＯ）管脚构建了一个１ｋＨｚ的低速 ＳＰＩ通讯
模块，用于控制两个ＤＡＣ８５５２模块。数模转换器上的
一个通道用于温度控制，另一个通道用于电流控制。

本研究中，ＤＡＣ８５５２输出电压幅值设定为５Ｖ，则输出
电压的分辨率Ｖｍｉｎ：

Ｖｍｉｎ ＝
５Ｖ
２１６
＝０．０７６３ｍＶ （１）

１．２　ＤＦＢ激光器模块
研究中采用蝶形封装 ＤＦＢ激光二极管（型号：

ＮＬＫ１Ｅ５ＧＡＡＡ），对激光器进行光隔离后，连接蝶形封
装半导体光放大器（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
ＳＯＡ）。激光二极管和光放大器分别安装在两个蝶形
激光器底座上（型号：ＬＭ４１２）。ＤＦＢ激光器内部集成
热敏电阻与微型半导体制冷片，两者紧贴激光器二极

管。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关系符合以下公式［１７１８］：

ＲＮＴＣ ＝ＲＴ０ｅｘｐＢ
１
Ｔ－

１
Ｔ( )[ ]
０

（２）

式中，Ｔ为激光器温度，Ｔ０为２５℃对应的开尔文温度，
即２９８．１５Ｋ，ＲＴ０为 ２５℃时对应的热敏电阻阻值，即
１０ｋΩ，Ｂ为热敏指数，其值为３４１０Ｋ。
１．３　温度与电流驱动模块

温度与电流驱动模块控制原理如图３所示。主要
包括电流控制和温 度 控 制 两 部 分，分 别 对 应

ＬＤＴＣ０５２０内部的ＦＬ５００芯片和ＷＴＣ３２４３芯片。
ＦＬ５００芯片具有高精度、慢启动的特点，用于激光

二极管的电流控制。该芯片采用５Ｖ驱动电源供电，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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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根据输入端参考电压输出电流，其输入电压转电流参

量为２５０ｍＡ／Ｖ。研究中，其输入端电压来自ＤＡＣ８５５２
的流控参考电压设定值，其激光电流正负输出端分别

连接ＤＦＢ激光器模块蝶形底座的正负输入端，用于驱
动ＤＦＢ激光器和光放大器。ＤＡＣ８５５２输出电压最小
分辨率为０．０７６３ｍＶ，可以计算出 ＦＬ５００芯片最小可
设置的输出电流间隔Ｉｍｉｎ：

Ｉｍｉｎ ＝ｋＶｍｉｎ ＝
２５０ｍＡ
１Ｖ ×

０．０７６３ｍＶ＝０．０２ｍＡ （３）
式中，ｋ是电压到电流的转换系数。

温控芯片ＷＴＣ３２４３外围电路简单，采用５Ｖ驱动
电源供电，主要管脚有参考电压端、ＰＩ参量设定端、加
热制冷输出端和热敏电阻接入端。其比例系数和积分

系数分别为２０Ａ／Ｖ和２．２ｓ。该芯片加热制冷输出端
和热敏电阻接入端分别连接到蝶形底座的对应端口。

研究中，ＷＴＣ３２４３热敏电阻接入端电流恒定为１０μＡ，
则热敏电阻阻值变化与温控参考电压设定值变化之间

的关系为：

ΔＶ
ΔＴ
＝－Ｂ
Ｔ２
ｅｘｐＢ １

Ｔ－
１
Ｔ( )[ ]
０
＝

３４１０
Ｔ２
ｅｘｐ３４１０ １

Ｔ－
１
Ｔ( )[ ]
０

（４）

式中，ΔＶ为电压变量，ΔＴ为温度变量。
由ＤＡＣ８５５２输出电压最小分辨率为 ０．０７６３ｍＶ

可以计算出，在 ２５℃时可设置的最小温度变化值为
１．９９ｍＫ。该值随着温度增高而变大，３０℃ 时为
２．４８ｍＫ。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温度稳定性研究与结果分析
该研究中，待ＤＦＢ激光器温度稳定后，２４位 ＵＳＢ

数据采集卡以每秒１次的速率采集热敏电阻两端的电

压值，并计算出其对应的电阻值。根据（２）式可以计
算出该阻值对应的激光器温度值。实验中的采集时间

为２５００ｓ，激光器温度设定值分别为２５．１℃，２６．２℃，
２７．３℃，２８．５℃，２９．６℃和 ３０．７℃。实验结果如图 ４
所示。

Ｆｉｇ４　Ｌａｓ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ｓ．ｔｉｍｅ

在２５００ｓ的采集过程中，不同设定温度下激光器
温度值均表现出较好稳定性，温控过程中没有明显的

波动上升或下降过程。测量值与设定值有一定的偏

差，但该偏差相对稳定。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数据，计算

了不同设定温度下，温度测量值的极差和标准差。结

果如图５所示。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在４０ｍｉｎ内，５次测量的温度极差保持在５ｍＫ内，
标准差小于 ０．７ｍＫ达到了较高的温度稳定性。在
２５℃时稳定性最好，极差小于 ２．５ｍＫ，标准差小于
０．３５ｍＫ，温度越高，极差和标准差越大。由（４）式可
知，温度越高，可设置的最小温度变化值越大，造成控

制精度降低，最终引起测量值极差和标准差变大。

２．２　电流稳定性研究与结果分析
该研究中，ＤＦＢ激光器的温度设定为２５℃，通过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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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位 ＵＳＢ数据采集卡以每秒 １次的速率采集
ＬＤＴＣ０５２０模块激光电流输出端的电压值，该电压值
通过电压转电流参量（２５０ｍＡ／Ｖ）换算为实际的激光
器电流值。实验中，激光器电流设定值分别为８０ｍＡ
和１００ｍＡ，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Ｆｉｇ６　Ｌａｓ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ｓ．ｔｉｍｅ

在２５００ｓ的电流控制过程中，电流实测值围绕设
定值波动，稳定性较好。经计算，电流设定值为８０ｍＡ
时，电流变化极差与标准差分别为３７．３μＡ和５．７μＡ；
设定值为１００ｍＡ时，相应值分别为３６μＡ和５．１μＡ，
都达到了较高的稳定度。

２．３　光放大器关断研究与结果分析

ＳＯＡ与ＤＦＢ激光器有相似的结构与封装［１９］，两

者安装在两个相同的蝶形激光器底座上。实验中，

ＤＦＢ激光器一直保持开通状态，其输出激光经过光纤
隔离器后，进入ＳＯＡ。ＳＯＡ出射光通过空间耦合器转
化为空间光，并照射到一反射率为９９．９８％的镜片上。
采用上升时间仅为８０ｎｓ的光电探测器接收透射光。

实验中，让 ＤＡＣ８５５２向 ＦＬ５００输出一个频率为
１ｋＨｚ、幅值为０．４Ｖ的方波信号作为流控参考电压，用
来设定ＳＯＡ的电流输入，使 ＳＯＡ循环工作在开通关
断状态。通过一个示波器观察光电探测器输出的电压

信号，该电压信号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７所示，反映了
ＳＯＡ输出光功率随参考电压的变化。电压从０．９Ｖ下
降到０．１Ｖ的时间在１μｓ以内，由此可知 ＳＯＡ驱动电
　　

Ｆｉｇ７　Ｏｕｔｐｕ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ｖｏｌｔａｇｅｖｓ．ｔｉｍｅ

流下降时间小于１μｓ。ＳＯＡ功率下降沿曲线未出现过
流、浪涌等危险现象，说明研制的流控模块具有良好的

瞬态特性。

在光腔衰荡光谱研究中，需要在激光耦合入衰荡

光腔后迅速关断激光来观测衰荡信号，声光调制器和

ＳＯＡ是在研究中常采用的两种光开关。但相比声光
调制器，ＳＯＡ可通过光纤链入光路，有效减小了装置
的空间体积。采用本文中研制的装置驱动 ＳＯＡ，关断
时间小于１μｓ，使其能够作为光开关快速关断激光。

３　结　论

本文中利用 ＬＤＴＣ０５２０模块、ＤＳＰ芯片和数模转
换器研制了高稳定ＤＦＢ激光器温度和电流控制装置。
研究５组不同设定温度下的温度稳定性，４０ｍｉｎ内测
量的温度极差和标准差最大值仅为５ｍＫ和 ０．７ｍＫ。
在电流稳定性研究中，４０ｍｉｎ内电流测量极差和标准
差分别不超过４０μＡ和６μＡ。基于 ＳＯＡ的高速光中
断实验显示，输出光功率关断时间小于１μｓ，且具有良
好的瞬间响应特性。本文中研制的控制装置可用于驱

动光腔衰荡光谱装置中的 ＤＦＢ激光器，并可以驱动
ＳＯＡ作为光腔衰荡光谱装置的光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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