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情况

奖励种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

大关键技术与应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付成鹏、卜勤练、陶金涛、

乐孟辉、熊涛、余春平

二、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无线通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

们对通信网络的带宽、速率和距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制约高速

率、超长距离光通信系统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因素是系统光信噪比

（OSNR）受限。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以其噪声指数低、能有效

改善光通信系统 OSNR的独特优势，成为本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技术。在该项目立项前，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在应用中有四大

亟待克服的难题：1）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光输入信号功率一

直无法直接探测，造成传统光放大技术的增益控制方法无法应用于拉

曼效应光放大技术中，增益不可控，导致级联拉曼系统在上下波情况

下线路误码甚至接收机烧毁；2）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往往需要

较高的泵浦功率，这一方面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由此

带来的激光安全隐患，也一直为业界所忌惮，使人们对拉曼光放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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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光通信系统的大规模应用信心不足；3）在光通信系统中，基于拉

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与传统的掺铒光放大技术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将长

期并存，人们面临如何充分实现两种放大技术的优势互补，提高整个

光通信系统的稳健性，并降低整个光通信系统的运行成本的问题；4）

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其在实用化产品上自身存在成本高、体

积大、功耗大的应用缺点，难以被人们所接受。

该项目历经10余年攻关，在拉曼增益控制、信号功率检测、线路

/激光安全应用、两种放大技术的增益及增益斜率补偿控制、产品小型

化及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突破与创新，为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

大规模应用和推广扫清了障碍，并实现了成果转化，取得了产业化成

果。该项目的主要发明和技术创新如下：

1）在国际上首次发明了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自动增益控制方法

及信号功率算法。利用带外 ASE 监测，实现了信号功率监测及自动增

益控制，解决了基于拉曼效应的分布式光放大系统中增益及增益斜率,

对应用环境的适应性问题。

2）发明了光纤链路性能自诊断方法。创新性的提出了基于拉曼效

应与集成OTDR功能的链路质量自诊断技术，解决了基于拉曼效应的光

放大技术在应用中经常会发生光纤端面烧毁的安全隐患。

3）发明了拉曼与掺铒光纤的混合放大技术增益及增益斜率补偿方

法。提出了混合放大应用中拉曼放大与掺铒光纤放大增益及增益斜率

相互补偿的控制方法，提高了基于拉曼效应与掺铒光纤的混合放大系

统中增益控制精度与系统的稳健性，大幅降低了系统对泵浦功率的要

求，大大节约了成本，为规模商用打下了基础。



4）发明了单泵多波长技术。提出单个泵浦实现多个波长输出的方

法，降低了功耗与体积，实现了高效能的拉曼光纤放大技术应用。

该项目申请发明专利35项，其中PCT 11项（4项已美国授权），

国内专利授权15 项。牵头制定 2项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保护了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项目专利产品累计实现销售超过 10亿元，出口创汇 9000 万美

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三、客观评价

该项目组是国内最早研究基于拉曼效应光放大技术的团队，创造了

多项国内外第一的成果：

2002年，该项目组研制国内第一台拉曼用于黑龙江佳木斯市本地

网同江-抚远的同步数字体系（SDH）线路更新，实现了2.5Gbit/s 202km

（55dB衰减）的无中继传输；2006年，烽火通信利用该项目组开发的

拉曼光纤放大器成功实现了国内第一个40Gbit/s 高速率密集波分复用

通信工程沪杭间80×40Gbit/s通信工程；

在业界首次利用带外ASE监测实现了拉曼放大器的自动增益控制、

信号功率计算机接头损耗计算等功能，并申请美国专利；在业界首次

通过单泵多波长的高效的泵浦合波技术实现了拉曼放大器的小型化，

并申请了国内外发明专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拉曼光纤放大器的研发

及产业化，摆脱了国外技术的依赖，该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 该项目获得多项省、国家奖励：

a) 基于带外监测的高效能、智能化拉曼放大技术获得2015年中



国通信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b) 拉曼光纤放大器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2013年湖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c) 专利“在线无光自动关断和开启的喇曼放大器及其控制方法”

获得2014年中国优秀专利奖；

d) 标准“光纤放大器总规范”获得湖北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

e) RPM型喇曼光纤放大器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

四、项目简介

该项目启动于2003年，经过十多年攻关，解决了拉曼光纤放大技

术应用中一系列难题，获得了多项领先创新成果，创新点如下：

1 发明了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自动增益控制方法及信号功率算

法。针对拉曼光放大技术以传输光纤本身为增益介质且放大起始点在

传输光纤内部，从而导致拉曼放大系统无法进行自动增益控制及无信

号输入情况下不能自动关闭泵浦的问题，在国际上首次发明了利用带

外放大自发辐射光（ASE）进行拉曼增益控制及信号功率计算的方法，

解决了基于拉曼效应光纤放大技术中无输入光情况下不能自动关闭泵

浦的业界难题，使产品完全满足国际电信联盟ITU-T、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DA对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产品的激光安全要求。

2 发明了光纤链路性能自诊断方法。针对基于拉曼效应放大技术

中，光纤端面易烧毁及增益对光纤较敏感的问题，发明了基于拉曼效



应的带外ASE检测与OTDR相结合的链路性能自诊断方法，解决了拉曼

光纤放大技术在工程应用以及维护中经常发生光纤端面烧蚀及拉曼增

益光纤敏感性问题。与单纯的带外ASE 探测实现的增益控制方法相比

较，安全性更高、增益控制更精确。

3 发明了拉曼/EDFA混合放大器增益及增益斜率补偿方法。针对传

输系统中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与基于掺

稀土光放大技术相互共存的特点，发明了拉曼光纤放大器与掺铒光纤

放大器增益及增益斜率相互补偿的方法，充分实现两种放大技术的优

势互补，提高了基于拉曼效应与EDFA混合放大系统中增益控制精度与

系统的稳健性，大幅降低了泵浦功率，节约了成本，泵浦功率可降低

20%。

4 发明了单泵多波长技术。针对拉曼光纤放大器体积大、功耗高

及泵浦合波效率低的问题，发明了单泵多泵浦波长技术，在单个泵浦

上通过级联多个波长光纤光栅实现两个或多个波长输出的技术，有效

地减少了泵浦数量，泵浦效率提升15%，成本降低20%，体积及功耗降

低50%。，实现了高效能的拉曼光纤放大器。

五、应用情况

该项目基于拉曼效应的光放大技术已经成功实现成果转化，被应

用到项目承担单位的各类拉曼放大器和混合放大器中，并从2003年开

始，在国内中兴、烽火等设备制造商及国家电网等行业用户实现规模



应用，有力支撑了国家通信网络的建设，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从2009

年起，该技术成果转化的产品实现规模出口，已广泛应用于北美、欧

洲等发达地区的骨干通信网及核心金融网，支撑着譬如纽约-芝加哥，

伦敦-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的交易互联。截止2018年 12月底，该技术

发明成果已经累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10亿元人民币，基于该发明成果

的光放大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全球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

三。随着 100Gb/s 以及更高速率光纤通信系统的渐次商用以及欧美市

场的进一步开拓，该项目的发明成果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

景。

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1. 专利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发明

专利

Method of performing target

raman gain locking and raman

fiber amplifier

美国 US8797640 2014-8-5 有效

发明

专利

Hybrid fiber amplifier and

method for adjusting gain and

gain slope therefof

美国 US9722559 2017-8-1 有效

发明

专利

Single-pump

multi-wavelength lasing

semiconductor raman pump

laser and pump combination

apparatus

美国 US9419409
2016-08-1

6
有效

发明

专利

Raman pump laser control

apparatus and control method

therefor

美国 US20170025814 2017-1-26 有效

发明

专利

一种实现目标拉曼增益锁定的

方法及其拉曼光纤放大器
中国

ZL20111017401

9.4
2015-04-01 有效



发明

专利

在线无光自动关断和开启的喇

曼放大器及其控制方法
中国

ZL20081015443

1.8
2005-3-2 有效

发明

专利

拉曼光纤放大器及其传输光纤

接头损耗的探测方法
中国

ZL20121023549

1.9
2015-9-9 有效

发明

专利

混合光纤放大器及其增益、增益

效率的调整方法及装置
中国

ZL20121032589

7.6
2016-05-11 有效

发明

专利

单泵多波长激射的半导体拉曼

泵浦激光器及泵浦合波装置
中国

ZL

201210047801.

4

2016-1-20 有效

发明

专利

实现光纤光时域反射探测和光

纤光信号放大的装置
中国

ZL

201310628633.

2

2016-11-30 有效



2.标准及论文

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状态

国家标准GBT 20184-2006 《喇曼光纤放大器技术条件》 已实施

国家标准GBT 16849-2008 《光纤放大器总规范》 已实施

行业标准YD/T 2973-2015 《远程泵浦光放大器》 已实施

行业标准YD/T 3127-2016 《混合光纤放大器》 已实施

论文

期刊 文章名称 状态

光通信研究

基于EDFA与 RFA的增益可调的

混合光纤放大器

已发表

光通信研究

二阶DRA泵浦方式对噪声性能

的影响

已发表

光通信研究

基于MATLABGUI的遥泵系统的

设计与研究

已发表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 姓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贡献

1 付成鹏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总体方案策划及光路设计，

对发明点1、2、3有主要贡献



2 卜勤练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国外某大客户拉曼开发，对

发明点3、4有主要贡献

3 陶金涛 项目经理 工程师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光学设计及调试，对发明点

1、2、3有贡献

4 乐孟辉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国外某客户产品开发及自

动调试系统设计，对发明点1、3

有贡献

5 熊涛 系统工程

师

工程师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拉曼产品软件控制开发，对

发明点1、3有贡献

6 余春平 部门经理 高级工程师 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负责硬件电路设计方案及软件

控制流程实施，对对发明点1、3

有主要贡献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项目排

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1 共同知识产权 卜勤练/2 2012-9

混合光纤放大器及其增益、

增益斜率的调整方法及装

置

知识产权名

目录

2 共同知识产权 陶金涛/3 2012-7
拉曼光纤放大器及其传输

光纤接头损耗的探测方法

知识产权名

目录

3 共同知识产权 乐孟辉/4 2012-9

混合光纤放大器及其增益、

增益斜率的调整方法及装

置

知识产权名

目录

4 共同知识产权 乐孟辉/4 2012-7
拉曼光纤放大器及其传输

光纤接头损耗的探测方法

知识产权名

目录

5 共同知识产权 熊涛/5 2013-7
拉曼泵浦激光器控制装置

及其控制方法

知识产权名

目录

6 共同知识产权 余春平/6 2011-6
实现目标拉曼增益锁定的

方法及其拉曼光纤放大器

知识产权名

目录

7 共同知识产权 余春平/6 2011-6

Method of performing

target raman gain

locking and raman fiber

amplifier

知识产权名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