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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ＩＭＯ技术的 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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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善室外发光二极管（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的性能，解决湍流效应引起的光束相位变化、光束漂移、光
束扩展等干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输入多输出（ＭＩＭＯ）技术的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首先构建了大气湍流信道模
型，然后利用ＭＩＭＯ技术相关原理搭建了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模型，最后采用最大比合并的方法恢复出原始的信号，并
计算误比特率。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湍流强度下，随着系统分集程度越大，误比特率越低；在强湍流信道环境下，Ｍ＝３，
Ｎ＝４的通信系统实现了１０－７的误比特率，与Ｍ＝１，Ｎ＝１的通信系统相比，误比特率降低了５个数量级。该研究验证了
ＭＩＭＯ技术抑制湍流效应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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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现代化、机动化的持续快速发展引发了城市

交通拥堵加剧、事故频发等问题。智能交通系统（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Ｓ）是未来交通系统的
发展方向，它是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

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１３］。发光

二极管（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ｄｉｏｄｅ，ＬＥＤ）交通灯与车辆之间
的智能通信系统只需要在现有的交通灯设备上安装简

单的发射电路模块，同时在车辆上加载接收模块，无需

额外增加大型的接收发射设备，就可以同时实现指挥

交通和通信的双重功能，且成本低，易于实现。由参考

文献［４］可知，１９９９年，香港大学最先使用 ＬＥＤ交通
灯向汽车传输语音信息，实现了室外可见光通信（ｖｉｓｉ
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ＬＣ）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
用［４］。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室外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的研
究大部分集中在信道模型［５］、调制方式［６７］等，有关光

信号受湍流效应影响和光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直射

链路、反射链路甚至多次反射导致多径效应影响的研

究较少，但是这些影响将造成通信距离短、误比特率高

等，甚至会导致系统通信中断。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的

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孔径平均技术［８］、信道编码［９］、

自适应光学［１０］等，这些解决方案大多数结构复杂，并

且基于复杂信道环境下针对多个输入信号的 ＬＥ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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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灯与车辆间通信系统的研究更是罕见。

多输入多输出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ｐｕ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ｕｔｐｕｔ，
ＭＩＭＯ）是一种发射端和接收端同时使用多根天线的
技术，收发两端的多根天线利用空间资源建立空间并

行信道，能够在不牺牲带宽和保证传输速率不变的前

提下获得更大的分集增益，提高系统的稳定性能，因此

它是一种抗衰落能力比较强的技术。２０１６年，ＣＯＪＯ
ＣＡＲＩＵ等人提出基于室外 ＭＩＭＯＶＬＣ的车与车之间
的通信系统模型，使用一种新型的模块化方法来对通

信信道进行建模达到改善系统性能的目的［１１］。２０１６
年，ＺＨＡＯ等人基于强背景光大气湍流信道模型，构建
了基于强度检测脉冲位置调制（ｐｕ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
ｔｉｏｎ，ＰＰＭ）方式的室外长距离可见光分集接收系统模
型，在几十微瓦功率背景光噪声下，实现了８００Ｍｂｉｔ／ｓ
ＰＰＭ信号的仿真系统传输［１２］。ＺＨＵＡＮＧ等人提出了
基于空间调制（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ＩＭＯＶＬＣ系
统的角度分集接收机，与之前的ＳＭ相比，信噪比提高
了８ｄＢ，误比特率降低了１０－３［１３］。２０１７年，ＣＨＥＮ等
人基于两发两收的 ＭＩＭＯＶＬＣ系统，采用空间复用和
分集的方法在２ｍ的室内实现了１２ｂｉｔ／ｓ的信号传输，
但是并未考虑实际信道中大气湍流的影响［１４］。目前

国内外对ＭＩＭＯ可见光通信技术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
理论研究，并且主要基于理想的信道环境，未考虑实际

复杂的通信信道环境，在室外ＬＥＤ智能可见光通信系
统中采用 ＭＩＭＯ技术实现高性能的研究报道较为少
见。

本文中综合考虑室外信道中的湍流问题和信号衰

落问题，综合考虑使用 ＭＩＭＯ技术有效地对抗信道的
衰落问题，并且尝试将它和室外复杂的光通信系统环

境结合起来，改善通信的效果。首先对湍流环境下的

智能交通光通信信道进行建模，构建了更加符合实际

通信要求的湍流信道环境下基于ＭＩＭＯ技术的智能交
通光通信系统模型。然后，分析了大气湍流模型并采

用随机相位屏的方式模拟湍流的随机变化。最后，根

据信道模型，整个通信系统采用 ＭＩＭＯ技术来处理多
路信号，从而克服大气湍流信道对智能交通光通信系

统的影响，有效地改善了室外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的
性能，为 ＬＥＤ交通灯 ＶＬＣ通信系统的实用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案。

１　大气湍流信道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由于太阳辐射变化的影响以及地表热辐射导致的

热对流等因素对地球层面造成的大气压和大气密度的

随机波动，进而将导致对流层面产生温度、压强、流速

大小不同的湍流漩涡，这些漩涡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

有的会消亡但是有的又会产生新的漩涡。漩涡的变化

促使大气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随着时间和空间的

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大气湍流现象［１５］。大气湍流的不

断变化导致大气环境中折射率的变化，在室外的 ＬＥＤ
可见光通信系统中，当光束在大气中进行传输时，光信

号受到大气折射率的影响会导致发射信号产生不稳定

的抖动，从而引起光强闪烁、光束漂移等现象，影响通

信质量。目前，研究大气湍流效应对光传输性能影响

的主要手段就是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大气湍流的随

机过程进行模拟［１６１７］。常用的数值模拟方法就是产

生一个随机相位屏来模拟大气湍流引起的相位起伏，

每当有光束通过时，随机相位屏就会变化一次。

本文中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ａｓ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ＦＦＴ）的方法模拟随机相位屏，由于对大气温度
场测量的过程中，温度升高时会引起大气折射率起伏

增大，进而引起功率谱密度的变化，为了让大气谱满足

实际应用，采用修正大气幂律谱模型。假设光束的传

输发生在ｚ方向上，相位屏平面为ｘｙ平面。修正大气
幂律谱模型表示为［１８］：

Φａ（ｋ）＝０．０３３Ｃｎ
２ １＋１．８０２ｋ３

ｋ( )
２

[ －

０．２５４ｋ３
ｋ( )
２

]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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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０≤ｋ３ ＜∞） （１）

式中，空间波数ｋ３＝（ｋｘ
２＋ｋｙ

２）１／２，ｋ１＝２π／Ｌ（Ｌ表示湍
流外尺度），ｋ２＝３．３／ｌ（ｌ表示湍流内尺度）；Ｃｎ

２表示

折射率结构参量，用来表示大气湍流强弱的程度；ｋｘ
和ｋｙ分别表示ｘ轴和ｙ轴方向上的频率波数谱数据。

相位屏相位频谱与大气折射率频谱之间的关系表

示为：

Φ（ｋｘ，ｋｙ）＝２πｋλ
２ＤΦａ（ｋｘ，ｋｙ） （２）

式中，ＬＥＤ光在长度２π上的全波数目为ｋλ＝２π／λ（λ
为ＬＥＤ光的波长）；Ｄ表示传输的距离。

相位屏相位频谱方差表示为：

σ２（ｋｘ，ｋｙ）＝
２π
ＧΔ( )ｘ

２

Φ（ｋｘ，ｋｙ） （３）

式中，Δｘ是网格间距，Ｇ是网格的数目。
通过ＦＦＴ产生的随机相位屏公式为：

（ｋｘ，ｋｙ）＝ＦＦＴ［Ｃσ（ｋｘ，ｋｙ）］ （４）
式中，σ（ｋｘ，ｋｙ）是相位频谱方差的１／２次方，Ｃ是一个
方差为１、均值为０的ｍ×ｍ复随机矩阵，由于Ｃ是复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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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矩阵，每次的随机相位屏都是重新生成的并且是

随机变化的，从而实现满足大气湍流随机变化的性质。

传输距离为２０ｍ时，采用ＬＥＤ交通灯信号模型仿
真出的信号如图１所示。对随机相位屏进行建模，得
到的随机相位屏如图２所示。由图２看出，随机相位
屏是不断变化的，符合大气湍流随机变化的特性。

Ｆｉｇ１　Ｌ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２　Ｒａｎｄｏｍｐｈａｓｅｓｃｒｅｅｎ

图３所示的是 ＬＥＤ交通灯发出的光脉冲经过湍
流模型后，在接收端光场的分布发生随机的变化。大

气湍流的强度不同对光强分布的影响也不相同。图

３ａ、图３ｂ、图３ｃ分别代表的是强湍流、中等湍流、弱湍
流信道环境下的接收面光场分布。光斑的分散程度反

映的是接收端接收信号的强度，由图３可以看出，湍流
强度越强，ＬＥＤ光经过湍流信道后的光斑就会越分
散，接收信号强度就越弱。由图３ａ可以看出，湍流强
度比较大时，ＬＥＤ交通灯可见光通信系统性能越差，
甚至会导致通信中断。因此，研究湍流对室外ＬＥＤ可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ＥＤｌｉｇｈｔ
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ｗｅａｋ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ｓｔｒｏｎｇ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见光通信系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意义。

２　ＭＩＭＯ技术原理

２．１　ＭＩＭＯ通信系统
ＭＩＭＯ通信系统框图如图４所示。输入信号经过

串并转换以及空时编码后，转换成 Ｍ个发送子流，并
且由Ｍ根天线发送出去，最后经过多径信道的传播后
被接收端Ｎ根天线进行接收。在接收端接收机利用
　　

Ｆｉｇ４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ＩＭ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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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时解码处理，对接收到的信号子流进行分集解码并

用并串转化恢复出原始的数据。

２．２　空时分组码
本文中采用空时分组码（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ｂｌｏｃｋｃｏｄｅ，

ＳＴＢＣ），对经过串并转换后的信号进行编码，Ｍ＝３个
发射天线、Ｎ＝４个接收天线的 ＳＴＢＣ编码矩阵如下式
所示［１９］：

Ｘ＝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２ ｘ１ ｘ４ －ｘ３
ｘ３ －ｘ４ ｘ１ ｘ











２

（５）

　　编码后的信号经过４个符号周期从３根发射天线
上发射。在第１个符号周期内，符号 ｘ１，ｘ２，ｘ３分别从
３根发射天线上发射，第２个符号周期将 －ｘ２，ｘ１，－ｘ４
分别从３根发射天线上发射，直到第４个符号周期将
符号发送完。令ｙ１，ｙ２，ｙ３，ｙ４分别表示４个符号周期
接收到的信号；ｚ１，ｚ２，ｚ３，ｚ４分别表示４个符号周期的
加性噪声；ｈ１，ｈ２，ｈ３是信道增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
下式所示［１９］：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













４

＝

ｈ１ ｈ２ ｈ３ ０

ｈ２ －ｈ１ ０ －ｈ３
ｈ３ ０ －ｈ１ ｈ２
０ ｈ３ －ｈ２ －ｈ













１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













４

＋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













４

（６）

２．３　合并技术
信号经过大气信道环境的传输后，在接收端采用

多个接收机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并

　　

选择不同的方式对信道中的各路信号进行线性加权。

合并方案主要有选择比合并（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ＳＣ）、最大比合并（ｍａｘｉｍａｌｒａｔｉｏ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ＲＣ）和等
增益合并（ｅｑｕａｌｇａ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ＥＧＣ）的方式［２０］。这

３种合并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路信号的加权系数的
取值方式不同。只有一个支路的系数不为０的方式是
选择比合并；所有支路的系数全部相同则为等增益合

并；自动调节系数，使得合并后的信噪比最大，则为最

大比合并。考虑到实际中传送系统的复杂性，本文中

采用的合并方式是最大比合并。

３　系统的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大气湍流的信道环境下，基于 ＭＩＭＯ技术的
ＬＥＤ交通灯可见光通信系统原理图如图５所示。发射
端进来的数据流经过二进制开关键控（ｏｎｏｆｆｋｅｙｉｎｇ，
ＯＯＫ）调制，利用驱动电路把数据调制到ＬＥＤ交通灯，
然后ＬＥＤ交通灯以光强明暗变化的方式来发送信号，
信号经空间映射后，产生出对应到多个发射天线的多

路并行数据流，数据流经天线被发射到实际的无线信

道中去。然后，经过天线发送的信号在大气湍流环境

下自由传输，被接收天线接收到。接收天线接收到信

息后经过光电探测器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进行信

号最大比合并、解调等过程恢复出原始的数据，最后将

解调后的信号与发送的信号进行对比，用错误码元的

个数比上总码元数来计算误比特率。

为了证实大气湍流对通信能力的影响，在室外和

　　

Ｆｉｇ５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Ｍ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室内的两种环境下进行了实验验证，图６是室外和室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ｏｏｒａｎｄｏｕｔｄｏｏｒ

内的误比特率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图。室外湍流环境下

的实验误比特率比室内无湍流环境下误比特率高，而

且距离越远，误比特率差别越大，５ｍ时，误比特率相差
超过一个数量级，说明湍流效应的确影响着通信系统

的通信能力。

图７显示了无湍流条件下，当系统采用不同分集
程度的发射分集和接收分集时，系统误比特率与信噪

比之间的关系。由图７ａ可以看出，当接收端天线个数
一定时，随着发射端天线个数的增多，通信系统误比特

率性能越好。由图７ｂ可以看出，当发射端天线个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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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７　Ｅｒｒｏｒｂｉｔ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定时，随着接收端天线个数的增多，通信系统误比特率

性能越好。从图７可以看出，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的
个数对系统通信性能有很大的影响，相同信噪比的前

提下，随着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个数的增多，即支路个

数的增多，系统误比特率越来越小。

为了抑制湍流效应的影响，改善系统性能，本文中

将ＭＩＭＯ技术应用到系统中，仿真参量见表１。调制
方式为ＯＯＫ，信号帧长为５１２，大气湍流模拟方式为随
机相位屏，湍流折射率结构常数 Ｃｎ

２的取值范围为

１０－１２ｍ－２／３～１０－１６ｍ－２／３，交通灯的个数为３，接收机的
个数为４。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ＯＫ

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ａｍｅ ５１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ｐｈａｓｅｓｃｒ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０ｍ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１０－１２ｍ－２／３～１０－１６ｍ－２／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ｉｇｈｔｓ 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４

　　图８为不同分集程度下的通信系统从强湍流到弱
湍流（即 Ｃｎ

２：１０－１２ｍ－２／３～１０－１６ｍ－２／３）的 ＬＥＤ可见光
通信系统误比特率特性的结果图。得到的结果如下：

（１）由图８ａ可以得出，强湍流信道环境下Ｍ＝３，Ｎ＝４

　　

Ｆｉｇ８　Ｅｒｒｏｒｂｉｔ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ｓａｆｔ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ｗｅａｋ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ｓｔｒｏｎｇ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的通信系统比Ｍ＝１，Ｎ＝１的通信系统误比特率低约
３个数量级；取信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ＲＳＮＲ＝
１０ｄＢ时，Ｍ＝１，Ｎ＝１的误比特率等于４×１０－２，Ｍ＝３，
Ｎ＝４的误比特率等于１．７８×１０－５；（２）由图８ｂ可以
得出，中等湍流的信道环境下Ｍ＝３，Ｎ＝４的通信系统
比Ｍ＝１，Ｎ＝１的通信系统误比特率低约５个数量级；
取ＲＳＮＲ＝１０ｄＢ时，Ｍ＝１，Ｎ＝１的误比特率等于１．９×
１０－２，Ｍ＝３，Ｎ＝４的误比特率等于２．４×１０－７；（３）由
图８ｃ可以得出，弱湍流的信道环境下 Ｍ＝３，Ｎ＝４的
通信系统比 Ｍ＝１，Ｎ＝１的通信系统误比特率低约５
个数量级；取ＲＳＮＲ＝１０ｄＢ时，Ｍ＝１，Ｎ＝１的误比特率
等于２×１０－２，Ｍ＝３，Ｎ＝４的误比特率等于 ２．４４×
１０－７。

从图９可以看出，当信噪比一定时，随着湍流强度
的增强，无论是 ＭＩＭＯ系统还是无 ＭＩＭＯ系统误比特
率都在不断的增大。由图 ９ａ可知，当 Ｍ＝１，Ｎ＝１，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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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１，Ｎ＝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３，Ｎ＝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１，Ｎ＝１　ｂ—Ｍ＝３，Ｎ＝４

ＲＳＮＲ＝８ｄＢ时，弱湍流（Ｃｎ
２＝１０－１６ｍ－２／３）误比特率接

近于７×１０－２，这样的通信系统是无法在实际中应用
的。由图９ｂ可以得出，当Ｍ＝３，Ｎ＝４，ＲＳＮＲ＝８ｄＢ时，
Ｃｎ
２＝１０－１６ｍ－２／３的系统误比特率等于２×１０－７，与图

９ａ相比，Ｍ＝３，Ｎ＝４的系统误比特率比 Ｍ＝１，Ｎ＝１
的系统误比特率降低了５个数量级。仿真结果更加有
效地证明了ＭＩＭＯ技术对于大气湍流的抑制作用。

４　结　论

提出一种基于 ＭＩＭＯ技术的 ＬＥＤ交通灯与车辆
之间的可见光通信系统，分析了湍流信道对不同分集

程度系统误码性能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随着分集

程度的不断增大，通信系统的误码性能越来越好，验证

了分集技术对降低通信系统误比特率的有效性。当

ＲＳＮＲ ＝８ｄＢ时，随着湍流由弱（１０
－１６ｍ－２／３）到强

（１０－１２ｍ－２／３），未引入ＭＩＭＯ技术的 Ｍ＝１，Ｎ＝１通信
系统的误比特率都大于１×１０－３，不能完全解调出原
始信息，甚至无法进行通信，可见湍流确实严重影响通

信能力，然而引入ＭＩＭＯ技术后的Ｍ＝３，Ｎ＝４通信系
统误比特率则由２．４×１０－７到１．９４×１０－４，可见ＭＩＭＯ
技术确实能够降低湍流效应的影响；在强湍流的信道

环境下，信噪比为１０ｄＢ时，Ｍ＝３，Ｎ＝４通信系统的误
比特率为 １．７８×１０－５，与具有相同信噪比的 Ｍ＝１，
Ｎ＝１通信系统误比特率５×１０－２相比，误比特率降低

了３个数量级；在中等湍流的信道环境下，Ｍ＝３，Ｎ＝４
通信系统的信噪比为１０ｄＢ时，整个通信系统的误比
特率为４．８×１０－７，与具有相同信噪比的 Ｍ＝１，Ｎ＝１
通信系统误比特率３×１０－２相比，误比特率降低了５
个数量级；在弱湍流的信道环境下，Ｍ＝３，Ｎ＝４通信
系统的信噪比为８ｄＢ时，整个通信系统的误比特率为
２．４４×１０－７，与具有相同信噪比的Ｍ＝１，Ｎ＝１通信系
统误比特率２×１０－２相比，误比特率降低了５个数量
级；验证了ＭＩＭＯ技术抑制大气湍流影响，提高系统通
信性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因此将ＭＩＭＯ技术应用于
室外ＬＥＤ可见光通信系统中，可以有效地解决了大气
湍流导致的信道衰落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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