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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
方法，应用于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中，所述无线局
域网通信系统包括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LED 灯
组及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将接入端路由器下传的数据
用大于 1M bps 的数据速率调制在 LED 灯组的 LED
灯光上 ；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接收 LED 灯组发送
的经过调制后的 LED 灯光，然后将调制后的 LED 灯
光转换为用户端路由器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
率。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
在数据传输的同
时可以实现照明节能 ；
由于采用光波进行数据传
送，没有无线频率的电磁干扰 ；
由于光波不会穿
透墙壁，数据传输的保密性强 ；
不占用宝贵的无
线频率资源，无需申请频率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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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应用于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中，
所述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包括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2）、LED 灯组（3）及用户端光电收发设
备（4），其特征在于 ：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2）将接入端路由器（1）下传的数据用大于 1M bps 的数据速率调
制在 LED 灯组（3）的 LED 灯光上 ；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4）接收 LED 灯组（3）发送的经过调制后的 LED 灯光，然后将调制
后的 LED 灯光转换为用户端路由器（7）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率。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还包括如下步骤 ：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4）
将上传数据信号调制在红外光上发送 ；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2）接收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发送的经过数据调制的红外光，然后将红外光转换为网络数据格式的电信号。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所述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2）包括 LED 高速
驱动模块（20）及红外 LED 接收模块（30），LED 高速驱动模块（20）包括电源（21）、第一信号
接口（22）及 LED 高速驱动电路（23），红外 LED 接收模块（30）包括红外探测器（31）、低噪声
放大电路（32）及第二信号接口（33）。
4.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LED 高速驱动模块（20）的第一信号接口
（22）与接入端路由器（1）连接，将网络下传的数据流转换成 LED 灯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
频率 ;LED 高速驱动电路（23）将经过第一信号接口（22）转换的数据流加载在 LED 灯组（3）
的输入电极上。
5.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红外探测器（31）接收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发送的经过数据调制的红外光，低噪声放大电路（32）对红外探测器（31）接收的红外光
的进行进一步放大，第二信号接口（33）将放大后的红外光转换为网络数据格式的电信号，
实现数据的上传。
6.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所述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4）包括可见光
LED 接收模块（50）及红外 LED 发送模块（60），可见光 LED 接收模块（50）包括 LED 可见光探
测器（51）、低噪声放大电路（52）及第三信号接口（53），红外 LED 发送模块（60）包括第四信
号接口（61）及红外 LED 驱动电路（62）。
7.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红外 LED 发送模块（60）的第四信号接口
（61）将上传数据信号转换成红外 LED 接收模块（30）所能接受的电平和频率，红外 LED 驱动
电路（62）将经过第四信号接口（61）转换的数据调制在红外光上发送出去。
8.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LED 可见光探测器（51）接收 LED 灯组（3）发
送的照明光，低噪声放大电路（52）对 LED 可见光探测器（51）接收的照明光的进行放大，
第
三信号接口（53）将放大后的照明光转换为用户端路由器（7）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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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互联网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
信的方法。

[0001]

背景技术
[0002]
利用 Wi-Fi 技术构成无线局域网是目前主要的互联网无线通信方案，无线数据传
输速率也是越来越高。而在光通信方面，目前大多是用红外通信实现遥控等方面的应用，
而
近些年来用激光点对点通信发展起来的自由空间光通信（Free Space Optical，
FSO）技术，
才逐步启动光无线网络时代，FSO 是已经比较成熟的室外远距离点对点激光传输技术。
[0003]
另一方面，LED 发光设备的发展已是突飞猛进，而 LED 照明灯又具有高效节能的特
点，价格也越来越低。LED 灯由于具有亮度高、寿命长、性能稳定、节省能源等优点，它将成为
下一代的照明方法。基于 LED 的高功率和高频自由空间光通信的调制特性，LED 照明系统
还具有传输信号的能力。与传统的红外和无线电通信相比，LED 可见光通信系统有发射功
率高、无电磁干扰、无需申请频谱资源和室内不会出现数据泄漏等优点。因此，LED 可见光
通信系统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和较大的发展前景，已经被公认为一种新兴的短距离高速无
线通信系统。
[0004]
利用 LED 可见光通信可以实现节能照明与光学局域互联网两者兼顾，没有无线电
磁的干扰，优势显而易见。目前，
各个国家正在努力实现如何利用节能的 LED 灯进行光无线
通信，实现光无线局域网，遗憾的是目前还无真正意义上的光无线局域网络产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
法。
[0006]
一种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应用于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
中，所述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包括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LED 灯组及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0007]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将接入端路由器下传的数据用大于 1M bps 的数据速率调制
在 LED 灯组的 LED 灯光上 ；
[0008]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接收 LED 灯组发送的经过调制后的 LED 灯光，然后将调制后
的 LED 灯光转换为用户端路由器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率。
[000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
[0010]
1. 在数据传输的同时可以实现照明节能，而且人眼觉察不出高频闪烁 ；
[0011]
2. 由于采用光波进行数据传送，没有无线频率的电磁干扰，从而实现国家极为重
视的绿色产品 ；
[0012]
3. 由于光波不会穿透墙壁，保密性强 ；
[0013]
4. 不占用宝贵的无线频率资源，无需申请频率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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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没有了频率干扰，可用在那些害怕电磁波干扰的地方，如医院、飞机上、仪
器设备实验室等。
[0014]

附图说明
图 1 是应用本发明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的无线局域网通信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 ：
1—接入端路由器 ；
2—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
3— LED 灯组 ；
4—用户端光电
收发设备 ；
7—用户端路由器 ；
8—用户端工作站 ；
20— LED 高速驱动模块 ；
21—电源 ；
22，
33，53，61—信号接口 ；
23— LED 高速驱动电路 ；
30—红外 LED 接收模块 ；
31—红外探测器 ；
32，52—低噪声放大电路 ；
50—可见光 LED 接收模块 ；
51—LED 可见光探测器 ；
60—红外 LED
发送模块 ；
62—红外 LED 驱动电路。
[0015]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18]
本发明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应用于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
中，图 1 是所述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包括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LED 灯组 3
及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本发明中，连接主网络的设备称之为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而
连接用户端工作站或几台计算机连成的局域网的设备则称为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0019]
所述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 包括 LED 高速驱动模块 20 及红外 LED 接收模块 30。
LED 高速驱动模块 20 包括电源 21、信号接口 22 及 LED 高速驱动电路 23，其中电源 21 为信
号接口 22 及 LED 高速驱动电路 23 提供工作电压，信号接口 22 用于与主网络设备，例如接
入端路由器 1 连接，将网络（即接入端路由器 1）下传的数据流转换成 LED 灯所能接受的电
平形式及频率，LED 高速驱动电路 23 用于将经过信号接口 22 转换的数据流加载在 LED 灯
组 3 的输入电极上，从而使 LED 灯组 3 发出高速闪烁的照明光，实现携带网络数据下传至用
户端。其中 LED 高速驱动电路 23 用大于 1M bps 的数据速率来调制 LED 可见光，使人眼完
全感受不到灯光的闪烁。
[0020]
红外 LED 接收模块 30 包括红外探测器 31、低噪声放大电路 32 及信号接口 33，红
外探测器 31 用于接收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发送的经过数据调制的红外光，低噪声放大电
路 32 用于对红外探测器 31 接收的红外光的进行进一步放大，信号接口 33 用于将放大后的
红外光转换为网络数据格式的电信号，实现数据的上传。
[0021]
为了不影响 LED 响应时间，LED 灯组 3 中的 LED 不能选用涂有荧光粉的 LED 灯炮 ；
另外为了尽量集中 LED 发光能量和强度，LED 灯组 3 中的 LED 可选用发散角度小的 LED 并
且用一遮光罩，以避免 LED 可见光的红外分量发射到红外 LED 接收模块 30 的红外探测器 31
上。
[0022]
所述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包括可见光 LED 接收模块 50 及红外 LED 发送模块 60。
可见光 LED 接收模块 50 包括 LED 可见光探测器 51、低噪声放大电路 52 及信号接口 53，
LED
可见光探测器 51 用于接收 LED 灯组 3 发送的照明光，低噪声放大电路 52 用于对 LED 可见
光探测器 51 接收的照明光的进行进一步放大，信号接口 53 用于将放大后的照明光转换为
用户端路由器 7 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率。LED 可见光探测器 51 可以选用带聚焦镜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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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的探测器。
[0023]
红外 LED 发送模块 60 包括信号接口 61 及红外 LED 驱动电路 62，当工作站 8 的上
传数据信号经用户端路由器 7 输入至所述红外 LED 发送模块 60 后，信号接口 61 用于将上
传数据信号转换成红外 LED 接收模块 30 所能接受的电平和频率，红外 LED 驱动电路 62 用
于将经过信号接口 61 转换的数据调制在红外光上发送出去。一般情况下，红外 LED 发送模
块 60 带有透镜并具有一定的发散角 30 度以内，并尽量对准红外探测器 31，因为一红外传输
距离有限，一般为 3 米到 5 米左右的室内距离。
[0024]
本发明利用 LED 照明光实现无线局域网通信的方法，应用于上述无线局域网通信
系统中，所述无线局域网通信系统包括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LED 灯组 3 及用户端光电收
发设备 4，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 与接入端路由器 1 连接，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与用户端
路由器 7 连接，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0025]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 将接入端路由器 1 下传的数据用大于 1Mbps 的数据速率调
制在 LED 灯组 3 的 LED 灯光上 ；
[0026]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接收 LED 灯组 3 发送的经过调制后的 LED 灯光，然后将调
制后的 LED 灯光转换为用户端路由器 7 所能接受的电平形式及频率。
该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 ：
[0028]
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将上传数据信号调制在红外光上发送 ；
[0029]
接入端光电收发设备 2 接收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 发送的经过数据调制的红外
光，然后将红外光转换为网络数据格式的电信号。
[0030]
本发明所述方案实现了全双工的光通信传输链路，即相当于将原本用网络线连接
的方式改为用 LED 光无线连接链路，具体是每一链路都有一对光电收发设备（接入端光电
收发设备 2 和用户端光电收发设备 4），其中一端接入端是用单色光例如红光、蓝光等或二、
三基色照明白光实现光载数据发送传输，而接收则用红外探测器来实现。
[0031]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
[0032]
1、在数据传输的同时可以实现照明节能，而且人眼觉察不出高频闪烁 ；
[0033]
2、由于采用光波进行数据传送，没有无线频率的电磁干扰，从而实现国家极为重
视的绿色产品 ；
[0034]
3、由于光波不会穿透墙壁，保密性强 ；
[0035]
4、不占用宝贵的无线频率资源，无需申请频率执照 ；
[0036]
5、由于没有了频率干扰，可用在那些害怕电磁波干扰的地方，如医院、飞机上、仪
器设备实验室等。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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