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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相干接收机输出的两路信号相位正交，正确地解调信号，采用施密特正交化算法对两路信号进行了理

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经正交失衡算法补偿后，星座图的性能得到改善；通过松尾环实现载频的跟踪、捕获以达到载波恢

复，实现了基带信号正确解调。结果表明，经施密特正交化算法补偿后，旋转的星座图得到了修正，星座点间的欧几里德

距离不相等问题得到修正，基带信号畸变得到了改善；当频偏在 －３００ｋＨｚ～３００ｋＨｚ范围内，松尾环可以实现载频的跟
踪、捕获，基带信号实现正确解调。该方案实现复杂度低，切实可行，适用于相干光通信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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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传统的强度调制直接探测技术相比，相干光通

信具有更高的接收机灵敏度，可以支持更多的高阶调

制格式，且能够在电域中提取光场的全部信息。正交

相移键控（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ｋｅｙｉｎｇ，ＱＰＳＫ）相对传
统的开关键控可以提高频谱效率且对信号传输损耗具

有恢复能力［１３］。由于同相正交 （ｉｎｐｈａｓ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

ＩＱ）调制器的非理想偏置、混频器共轭不对称、光电探
测器响应度失配等［４］引起的接收端正交失衡，影响

ＱＰＳＫ信号的解调，造成系统性能降低，这就需要专门
的补偿算法来消除其影响［５６］。

２００８年，ＦＡＴＡＤＩＮ等人［７］对ＱＰＳＫ相干接收机中
的正交失衡（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ＱＩ）补偿算法进行
了理论仿真分析，采用施密特正交化（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ＧＳＯＰ）补偿正交失衡。
２００９年，ＳＵＮ等人［８］进一步研究了 ＱＩ会造成相干接
收机性能下降，采用椭圆拟合算法补偿以后，系统光信

噪比损耗从６ｄＢ到１ｄＢ，性能得到提升。ＰＥＴＲＯＵ等
人［９］提出了一种基于恒模算法（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ＣＭＡ）的新型盲自适应 ＱＩ补偿方案进行补偿。
２０１３年，ＦＡＲＵＫ等人［１０］提出一种新型的有限脉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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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滤波器配置方案实现 ＱＩ补偿，可以补偿所有的 ＱＩ
问题。２０１４年，ＮＧＵＹＥＮ等人［１１］提出一种最大信噪

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估计法对 ＱＩ补偿，这种
算法更适合实时信号处理。２０１６年 ＷＡＮＧ等人［６］在

相干光正交频分复用系统中采用了最小均方误差

（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ＭＭＳＥ）方法实现 ＱＩ补
偿，仿真表明，ＭＭＳＥ补偿算法在光信噪比损耗方面优
于传统算法。２０１７年，ＦＡＲＵＫ等人［１２］在高阶调制格

式下分析了 ＧＳＯＰ和对称正交化两种 ＱＩ补偿算法。
由于ＧＳＯＰ算法实现复杂度较低，更适合解决本文中
的ＱＩ补偿问题。

近几年业内人士对适用于高阶调制格式的载波恢

复算法也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以降低实现复杂度改善

系统性能。２０１２年，ＭＡＧＡＲＩＮＩ等人［１３］在偏振复用正

交相移键控相干接收系统中采用前馈导频符号辅助载

波相位恢复方案，该方案的主要优点是避免了周期滑

动之后的相位模糊问题。２０１４年，ＦＬＵＤＧＥＲ等人［１４］

仿真分析了两种新型的低复杂度多级数字前馈载波相

位估计算法，这两种算法对于激光相位噪声具有较高

的容限。２０１５年，ＰＡＪＯＶＩＣ等人［１５］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导频符号辅助的低复杂度载波相位估计算法。２０１７
年，ＦＡＲＵＫ等人［１２］在相干收发机中高阶调制格式下

采用盲估计和导频辅助估计两种算法实现载波恢复。

由于传统的锁相环法（ｐｈａｓｅｌｏｃｋｅｄｌｏｏｐ，ＰＬＬ）适用于
各种调制格式，且复杂度较低，因此这里采用锁相环法

实现载波恢复。

本文中对相干光通信系统中 ＱＰＳＫ调制解调做实
验研究，通过复杂度较低的 ＧＳＯＰ算法实现 ＱＩ补偿，
设计松尾环来实现载频的跟踪、捕获，完成载波恢复功

能，最后实现符号的抽样判决和正确解调。

１　相干光通信系统原理介绍

图１是相干光通信系统原理框图。其工作原理如
下：由于评估板的工作电压是１００ｍＶ～５００ｍＶ，两路伪
随机二进制序列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ｄｏｍ ｂｉｎａｒ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ＲＢＳ）信源的输出电压取 ３００ｍＶ，随后将波特率为
８ＭＨｚ的两路信源输入电压放大器放大电压至满足调
制器正常工作后，将两路信号输入到 ＩＱ调制器完成
ＱＰＳＫ调制，得到已调信号。接收端接收到信号光
（１５５０ｎｍ），和 已 调 节 好 偏 振 态 的 本 振 光 信 号
（１５５０ｎｍ）输入混频器实现相干混频，再经过平衡探测
器输出至示波器进行采样，并在 ＰＣ机实现离线解调。
本文中主要是对图１ａ中接收机输出的 Ｉ、Ｑ信号用示

　　

Ｆｉｇ１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Ｆ）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波器采集并进行离线数据分析，如图１ａ中虚线部分，
其中，图 １ａ中 ＭＢＣＩＱ（ｉｎｐｈａｓ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ｂｉ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是同相正交偏压控制器。图１ｂ是图１ａ
中的数字信号处理（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ＳＰ）实现
原理图。在ＤＳＰ中，实线框是锁相环实现原理，虚线
框是数字下变频，ＬＰＦ１是低通滤波器（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
ＬＰＦ），ＬＰＦ２是环路滤波器，ＰＤ（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是鉴相
器。

２　中频信号分析

２．１　正交失衡机制
经过相干接收机输出理想的Ｉ路和Ｑ路两路信号

是完全正交的。但在实际系统中，由于：（１）Ｉ，Ｑ两路
偏置点、相位控制的偏置点与理论值存在偏差；（２）
９０°光混频器因共轭不对称造成相位偏置不是 ９０°；
（３）光电二极管的响应度不匹配等原因，造成Ｉ路和Ｑ
路的幅度不能保持一致，相位不完全正交［１６］。幅度不

一致造成信噪比降低，不影响信号的解调，而相位不正

交就会造成不能正确的解调信号及星座图旋转［１７］，造

成系统误比特率增加，系统性能下降。

常用以下几种补偿算法来消除其影响：施密特正

交化［７］、对称正交化 （简称 Ｌｗｄｉｎ正交化）［１２］、椭圆
拟合算法［８］、恒模算法［９］。这３种算法的原理图如图
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ＧＳＯＰ算法由于计算复杂度较低而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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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２　ａ—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ｃ—ｅｌｌｉｐｓ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广泛地应用于解决ＱＩ补偿。其实现原理如下式所示：
Ｉ（ｔ）
Ｑ（ｔ[ ]
）
＝ １ ０[ ]－ｍ ｎ

Ｉ′（ｔ）
Ｑ′（ｔ[ ]
）

（１）

　　即Ｉ（ｔ）＝Ｉ′（ｔ），Ｑ（ｔ）＝ｎＱ′（ｔ）－ｍＩ′（ｔ）。其中，
ｍ，ｎ为校正系数，Ｉ′（ｔ）和 Ｑ′（ｔ）分别是已调输出的相
位不完全正交的Ｉ路和Ｑ路信号，Ｉ（ｔ）和Ｑ（ｔ）是经过
ＱＩ补偿的Ｉ路和Ｑ路信号。

若相干接收机输出的两路电信号为：

Ｉ′（ｔ）＝αＡｓＡｌｃｏｓ（ωＩＦｔ＋θ） （２）
Ｑ′（ｔ）＝αＡｓＡｌｓｉｎ（ωＩＦｔ＋θ＋ψ） （３）

式中，α为光电探测器的灵敏度；ωＩＦ，Ａｓ，Ａｌ分别是中
频信号的频率、信号光和本振光的幅度；θ和 θ＋ψ分
别是相干接收机输出的两路中频信号的相位。

当ｍ，ｎ的值分别为 ｍ＝ｔａｎψ，ｎ＝１／ｃｏｓψ时，可得
中频信号经过ＧＳＯＰ补偿后的两路信号为：

Ｉ（ｔ）＝αＡｓＡｌｃｏｓ（ωＩＦｔ＋θ） （４）
Ｑ（ｔ）＝αＡｓＡｌｓｉｎ（ωＩＦｔ＋θ） （５）

２．２　数字载波恢复锁相环的实现
本文中采用松尾环实现载频的跟踪、捕获。松尾

环的鉴相特性是矩形特性，通过矩形振荡状态来分析

锁相环的锁定状态。锁相环由数字下变频、数字鉴相

器（ＰＤ）、环路滤波器三部分组成，下面对这部分实现
原理进行分析［１８］。

假定由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ｄｉｒｅ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
ｓｉｚｅｒ，ＤＤＳ）产生的本地载波信号为：

Ｓ＝２ １
αＡｓＡｌ

ｃｏｓ（ωＩＦｔ＋） （６）

式中，是本地载波信号的初始相位，经过乘法器相乘
后得到的两路信号为：

Ｉ１（ｔ）＝Ｉ（ｔ）·Ｓ＝
ｃｏｓ（２ωＩＦｔ＋θ＋）＋ｃｏｓ（θ－） （７）

Ｑ１（ｔ）＝Ｑ（ｔ）·Ｓ＝
ｓｉｎ（２ωＩＦｔ＋θ＋）＋ｓｉｎ（θ－） （８）

　　再通过低通滤波器滤除二倍频后，得到的两路基
带信号为：

Ｉ０′（ｔ）＝ｃｏｓ（θ－） （９）
Ｑ０′（ｔ）＝ｓｉｎ（θ－） （１０）

　　输出的两路信号通过鉴相器得到相位误差信号
ｕｄ（ｔ），其反映的是环路跟踪相位的程度，鉴相器的设
计原理如图３所示。

Ｆｉｇ３　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由鉴相器的原理可知，基带信号Ｉ０′（ｔ），Ｑ０′（ｔ）经
鉴相输出相位误差信号为［１９］：

ｕｄ（ｔ）＝ｕ１!ｕ２!ｕ５!ｕ６ ＝ｓｇｎ（ｕ１ｕ２ｕ５ｕ６）＝
ｓｇｎ［Ｉ０′（ｔ）Ｑ０′（ｔ）ｕ３ｕ４］ （１１）

式中，ｕ１＝ｓｇｎ［Ｉ０′（ｔ）］，ｕ２＝ｓｇｎ［Ｑ０′（ｔ）］，ｕ３＝Ｉ０′（ｔ）＋
Ｑ０′（ｔ），ｕ４ ＝Ｉ０′（ｔ）－Ｑ０′（ｔ），ｕ５ ＝ｓｇｎ（ｕ３），ｕ６ ＝
ｓｇｎ（ｕ４）。!

的运算规则如下式所示：

ｓｇｎＡ
!

ｓｇｎＢ＝ｓｇｎ（ＡＢ）＝
＋１，（Ａ，Ｂ符号相同）
－１，（Ａ，Ｂ符号不同{

）
（１２）

式中，Ａ和Ｂ是两个变量。则将（９）式、（１０）式、（１２）
式带入（１１）式可得鉴相器输出的误差信号 ｕｄ（ｔ）为下
式所示：

ｕｄ（ｔ）＝Ｉ０′（ｔ）Ｑ０′（ｔ）［Ｉ０′（ｔ）＋Ｑ０′（ｔ）］×

［Ｉ０′（ｔ）－Ｑ０′（ｔ）］＝
１
４ｓｇｎ｛ｓｉｎ［４（θ－）］｝（１３）

　　误差信号 ｕｄ（ｔ）再通过环路滤波器，一方面抑制
输入噪声，另一方面还能通过环路参量调节环路的校

正速度［２０］。这里使用常用的二阶理想环路滤波器，其

结构图如图４所示。

Ｆｉｇ４　Ｌｏｏｐｆｉｌｔｅ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其对应的数字化系统函数为：

Ｆ（ｚ）＝ｃ１＋
ｃ２ｚ

－１

１－ｚ－１
（１４）

　　环路系数 ｃ１和 ｃ２分别为：ｃ１＝
２ξω
Ｋ，ｃ２＝

ω２Ｔ
Ｋ。其

中，ξ为阻尼系数，取值为 ０．７０７；Ｋ＝２πｆｓ（ｆｓ＝
１０Ｇｓａｍｐｌｅ／ｓ）为环路增益，Ｔ为采样周期，Ｔｃｌｋ为环路
更新周期，ω为环路自然角频率；对于理想二阶环路滤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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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环路等效噪声带宽为：Ｂｌ＝
ω
８ξ
（１＋４ξ２）。其中，

Ｂｌ取小于１０倍的数据速率：Ｂｌ＝０．１Ｒ，Ｒ是波特率，代
入可得 Ｂｌ＝０．５３ω，则可得：ｃ１＝３．３９７×１０

－５，ｃ２＝
３．６２６×１０－９。
２．３　位同步

在相干解调中，要正确地解调出初始码元，位同步

是不可或缺的。要正确地恢复出基带信号，就需要知

道接收码元的起止时刻，进行正确地抽样判决，以恢复

出正确的基带信号，这里采用直接抽样判决的方法来

实现位同步。在经过滤波的基带信号中确定码元的起

始位置，在每个码元的中间时刻进行抽样并对其进行判

决。根据调制编码原理分析，恢复信号的判决规则如

下：若Ｉ０′（ｔ）＞０，判决结果为Ｉ０（ｔ）＝１；若Ｉ０′（ｔ）＜０，判
决结果为Ｉ０（ｔ）＝０；Ｑ路判决规则同Ｉ路。

通过松尾环正确的追踪、捕获，再经过正确的抽样

判决，Ｉ，Ｑ两路信号得到正确解调。

３　系统性能分析

图５是相干光通信系统实验架构图。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６ａ、图 ６ｂ分别是经平衡探测器输出的两路
ＱＰＳＫ中频信号时域波形图（如图 １ａ中的 Ｉ′（ｔ）和
Ｑ′（ｔ）所示）及处理所得的Ｑ路信号频谱图。

图７ａ、图７ｂ分别是输出中频信号未加 ＱＩ补偿算
法和加 ＱＩ补偿算法的星座图。由图７ａ可知，未经过
ＱＩ补偿的星座图呈椭圆趋势分布；经过 ＱＩ补偿后，星
座图的旋转得到修正。图７ｃ、图７ｄ分别是经解调后
基带信号未加ＱＩ补偿算法和加ＱＩ补偿算法的对应的
星座图。由图７ｃ知，未经 ＱＩ补偿的星座点不完全集
中且相对原点的距离不相等，经 ＱＩ算法补偿后，星座

　　

Ｆｉｇ６　ａ—ＩＦ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Ｑ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ＱＰＳＫ　ｂ—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Ｑ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ｉｇｎａｌ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ｗｉｔｈｏｕｔ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ｗｉｔｈ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ｗｉｔｈｏｕｔＱＩ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ｄ—ｗｉｔｈ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点聚集性更好，且原点到星座点之间的距离也得到修

正。

图８ａ、图８ｂ分别是频偏为３００ｋＨｚ，４００ｋＨｚ对应
的频率跟踪图。由图对比可知，频偏为 ３００ｋＨｚ相对
频偏为４００ｋＨｚ锁相环更快完成载频的跟踪捕获，相
位锁定所需的采样点更少。

图 ９ａ～图 ９ｄ分别是频偏为 ３００ｋＨｚ，４００ｋＨｚ，
－３０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对应的星座图。由图对比可知，在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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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
ｓｅｔｓ
ａ—３００ｋＨｚ　ｂ—４００ｋＨｚ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３００ｋＨｚ　ｂ—４００ｋＨｚ　ｃ—－３００ｋＨｚ　ｄ—５００ｋＨｚ

频偏为 ±３００ｋＨｚ时，调制点聚集性能较好，信号得到
正确解调；在频偏为４００ｋＨｚ和５００ｋＨｚ时，调制点分
布较散，聚集性能差，信号不能完全正确解调，在频偏

为－４００ｋＨｚ信号亦不能完全正确解调。则可知，在频
偏为－３００ｋＨｚ～３００ｋＨｚ范围内，锁相环能准确地对载
频实现跟踪、捕获，完成基带信号完全解调。

图１０ａ～图１０ｃ分别是未经过 ＱＩ补偿算法的 Ｑ

路基带信号、经过ＱＩ补偿算法得到的 Ｑ路基带信号、
经过ＱＩ补偿得到的Ｉ路基带信号。可知未经过ＱＩ补
偿的基带信号波形发生畸变，影响到信号解调结果的

正确性，进而影响系统的误码性能，而经过 ＱＩ补偿的
信号波形畸变得到了修正，且信号得到正确解调。

Ｆｉｇ１０　Ｂａｓｅｂ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
ａ—Ｑ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Ｑ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ｃ—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ｉｔｈＱ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１）相干光通信系统中由于 ＩＱ调制器的偏置点
与理论值存在偏差、接收端９０°光混频器相位的非理
想偏置以及平衡探测器的缺陷等其它原因的影响，会

造成星座图旋转，解调误码。采用 ＧＳＯＰ进行 ＱＩ补偿
后，星座图旋转得到修正，基带信号的畸变得到修正。

（２）信号在相干解调时，频率漂移影响信号无法
正确解调。通过松尾环实现载频的跟踪、捕获，得到正

确的解调信号。当频偏为－３００ｋＨｚ～３００ｋＨｚ时，锁相
环可以锁定，解调出正确的信号。该方案实现复杂度

低，易于实现，在相干光通信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研究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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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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