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光通信与光子通信 
相干光通信元器件测试 
推动实现 1.2 Tb 应用
NeoPhotonics 公司专为通 信和 数 据 中心 应 用中的 高 速 通 信 网 络设 计并 制 造 光电 
解决方案。该公司开发出适合 400G、600G 及更高速率网络通信（包括数据中心互连
(DCI)）使用的高速光通信元器件。

一般来说，驱动光收发信机的高速芯片的开发进度会比光通信器件滞后差不多一年。 
在开发 8 通 道小型可插 拔 (OSFP) 模 块中集 成的最 新相干光通信子组件 (COSA) 时，
NeoPhotonics 的工程师能够使用是德科技先进的测试设备，证明其最终模块设计的
预期性能。

“感谢是德科技让我们有信心按时完成元器件测试，满足客户的质量目标。”

Marc Stiller，NeoPhotonics业务开发副总裁

公司简介 ：
• NeoPhotonics 是高速 

通信网络光电解决方案 
的设计商和制造商

挑战 ：
• 如果 DSP 芯片要到一年后

才可以使用，那么我们就
很难对新型光通信元 
器件和模块进行评测

解决方案 ：
• NeoPhotonics 使用了是德

科技的 N4391A 光调制 
分析仪 (OMA)、M8196A
任意波形发生器 (AWG) 
和 N4373D 光波元器件 
分析仪 (LCA)。

结果 ：
• 提前一年完成了 400G 和 

600G 光通信元器件和 
子组件的开发任务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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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光相干传输技术最初用于长途传输，现正在向城域网演进，并向数据中心互联扩展。更高
阶的正交幅度调制 (QAM) 信令能够大幅提升数据传输速率，并实现更高的频谱效率。

QAM 是一种调制信号相位和幅度的二维调制格式。QAM 将两个光频率相同但幅度单独
调制的载波组合在一起。这两个载波称为同相 (I) 和正交 (Q)。标准符号是 2n-QAM，每个 
符号传输 n 个比特。例如，16-QAM 表示每个符号发送 4 个比特，64-QAM 表示每个符号发
送 6 个比特。比特率使用以下公式确定 ：

比特率 = 符号率（符号数/秒）x 编码（比特数/符号）x 偏振（通常为 2）

使用 16-QAM 的话，具有 64 Gbaud 原始符号率（或 50 GBaud，无开销）的收发信机可在
单个信道上以 400 Gb/s 的速度传输信息。

图 1：QAM 方案呈正方形点阵分布的星座点

16-QAM
4 比特/符号

64-QAM
6 比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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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互联论坛 (OIF) 目前在制定 400ZR 实施协议 (IA)，旨在使 用密集 波 分复 用 (DWDM) 和
更高阶调制技术，在最远距离达到 120 千米的数据中心互连链路上传输 400 千兆以太网
(400GE) 负载。400ZR 规范建议在符号速率大约为 60 GBaud 时使用 16-QAM。这一速率
的最大功耗为 15 W，并且在目标外形尺寸方面存在空间限制。要实现这一速率，光收发信
机需要紧密的光电集成，所有元器件的技术指标和性能裕量要求都非常严格。这些小外形
尺寸需要采用小元器件，并且电功耗要低。这样的限制给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和元器件
供应商带来了棘手的问题。虽然 400ZR 规范没有明确定义，但光收发信机应采用小外形
设计，如 OSFP 或 DD-QSFP。

NeoPhotonics 将从两个方向对产品加以优化：高速度和小尺寸。NeoPhotonics 全新的 COSA

产品将其相干接收机和调制器技术整合在一个适宜以 OSFP 外形使用的共同封装部件中， 
最终也可以采用 DD-QSFP 外形。遗憾的是，用于 400ZR 收发信机的 DSP 芯片要到一年后 
才能面世，这使 NeoPhotonics 无法评测其光通信元器件，因此他们向是德科技求助。

解决方案
NeoPhotonics 使 用是 德 科 技的 N4391A 光调制分析 仪 (OMA)、M8196A 任意波 形发 生器
(AWG) 和 N4373D 光波 元 器 件分析 仪 (LCA) 来 开发 64 GBaud 相干光元 器 件的配 套产品 

（包括用于 1.2 太比特 (T) 应用的新 64 GBaud COSA）。

200G、400G 和 1.2T 数据速率的高速应用要求新型信号发生器能够同时提供高速度、高精
度和高灵活性。M8196A AWG 是测试从分立元器件（例如光功率放大器）到更复杂的双偏
振系统（例如相干光调制器或相干光接收机）各种光系统的理想解决方案。M8196A AWG 
的每个单插槽 AXIe 模块最多具有 4 个 通道，每个模块以最高 92 GSa/s 的采样率运行， 
配有超过 32 GHz 的模拟 3 分贝 (dB) 带宽，体 积小却能提供双极化测试，并能提供最高 
64 GBaud 的多种调制方案生成复杂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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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Photonics 使用 M8196A 和 81195A 光调制发生器软件生成 16-QAM 64 GBaud 信号以
及高阶 QAM 和光通信减损，用于测试其新的高速 COSA。信号分析使用 63 GHz 带宽的 
N4391A OMA 完成。N4391A 针对高符号率和高阶 QAM 的高速相干光信号的接收、解调和
分析进行了优化。

是德科技的 N4373D LCA 使 NeoPhotonics 能够充分测试其 64 GBaud 相干光通信元器件的
配套产品。这些元器件的频率响应通常由各种参数决定，如偏置电压、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
通过使用 N4373D LCA，NeoPhotonics 能够快速表征其元器件的光电转换功能，并对不同 
操作条件下的变化加以分析。结果，NeoPhotonics 和是德科技得以在 OFC 2018 大会上展示
业界首个用于 400G ZR DCI 应用的 600 GBaud 光通信元器件和 COSA/模拟 OSFP 模块。

图 2：OFC 2018 大会上的 NeoPhotonics 和是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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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校园或市区的许多数据中心越来越需要大幅提升互相之间的连接带宽。DCI 的连接长度
通常不到 120 千米。这个网络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采用点对点链路，但数据量明显更大。
使用 16-QAM 64 GBaud 信号的收发信机是新一代数据中心互连的目标。

NeoPhotonics 使用是德科技先进的测试设备，成功验证了其 64 GBaud 元器件（包括新 
400ZR COSA) 的性能，这比收发信机的 DSP 芯片面世时间提前了差不多一年。如果没
有是德科技设备的话，NeoPhotonics 根本无法对其元器件的性能进行测试和评测。

相关资料
• 2018年光波产品目录
• 是德科技光通信和光子通信解决方案
• Neophotonics高速相干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