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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光通信技术的应用和千位三值光学计算机系统研究的推进，确保数据信息免受各种干扰以及系统的

可靠运行显得十分重要．该文给出了三值汉明码的一种分组形式，提出了三值汉明码的检错原理和出错位置的确

定方法．基于给出的三值汉明码的两个纠错码表，提出了三值汉明码的纠错原理，画出了基于三值光学计算机的三

值汉明码检错纠错概念结构图．该工作为三值光学信息的检错纠错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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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代社会中信息的处理和存储主要是由电子计

算机来完成的．随着电子计算机集成度的提高、集成

电路处理速度的加快和性能的优化，以及社会经济

对高性能计算需求的与日俱增，人们对低功耗、高性

能的计算机的追求热情不减，对各种新型计算机的

研究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在光学领域的研究已有很

长的历史，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研制出了许多可用



的器件．与电子计算机相比，光学计算机的制作门槛

较低，在数据处理宽度、无进位加法器设计等多个方

面有一定优势，因此全球基于光学的计算机研究形

成了多个分支和流派［１５］，其中光学计算机是引人注

目的一种未来计算工具．

随着各种光器件如光开关、光逻辑门、空间光调

制器、光放大器、波分复用器和光交换器等的研制成

功，光纤通信已在远程通信和城域网中成为主角，全

光网将成为新一代通信网络．在光学计算机领域，光

技术己经在液晶显示器、光存储、数据传输等方面特

别是在运算器设计中得到应用．中国科学院杨林等

人［６］早于国际同行开展硅基集成光学矩阵处理器的

研究，提出了硅基集成光学矩阵处理器的结构并实

现了器件的原理验证，其计算速度达８０００万次乘

加运算／秒，研制出了调制速率为４０Ｇｂｉｔ／ｓ的低功

耗硅基马赫曾德尔（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光调制器
［７］．

Ｔｈｏｍｓｏｎ等人
［８］也给出了相应的硅基光调制器，近来

文献［９］提出了消光率为３．１ｄｂ、调制速率为５０Ｇｂｉｔ／ｓ

的硅基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光调制器．高速光调制器的

进展大大提高了光纤的信道传输速率，但信号传输

时也受到色度色散、非线性效应等光学特性的限制，

需要探测、隔离和纠正传输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错误．

林榕慧［１０］对在时钟同步条件下三值光信号的异步

传输和同步传输方式进行讨论，对三值光纤通信原

理及电路设计进行了研究，但未涉及传输中的错误．

王岩等人［１１］提出了光通信系统可靠性设计的硬件

和软件方法，设计和实现了一种新的高可靠性代码

存储方法，通过将代码存放在铁电随机存储器

ＦＲＡＭ（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ａｎｄｏｍ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ｍｏｒｙ）中，

用串行外围接口ＳＰＩ（Ｓ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引

导加载的方法有效提高了代码存储加载的安全性．

金翊、何华灿等人利用光的偏振态，调制产生三

值码元进行信息传输（即利用两个相互垂直的偏振

光态和无光态实现光的三值编码），对提高光纤的

通信容量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自２０００年起，金

翊［１２１３］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创了以计算机原理和光特

性为出发点、光电混合、逐代提高的三值光学计算机

研究分支，目前正在构建面向应用研究的千位三值

光学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

计算机来使用，也可以将它直接纳入高性能计算机

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应用节点，其控制系统实现对

电子部件和光学部件的控制，光学部件的编码器以

千位并行方式接收数据，光学运算器以千位并行和

三值运算的形式高效地处理数据，运算结果由解码

器采集，并以千位并行方式输出到存储阵列［１４］．随

着千位三值光学计算机系统研究的推进，系统的复

杂程度在不断增加，设计过程中错误和缺陷在所难

免，这些缺陷不仅影响系统的可靠运行而且影响运

行效率和安全，甚至导致系统失败．因此，三值光学

计算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成为倍受关注的新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开展了对三值汉明码检错和纠错

技术的研究．

２　三值汉明码构成形式

纠错码是指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后能

在接收端自行发现或纠正的码，检错码是指能在接

收端发现错误的码．为使一种码具有检错或纠错能

力，须对原信息码字增加校验码元．１９５０年汉明

（ＨａｍｍｉｎｇＲ）提出了可以纠正一个独立错误的线性

分组码汉明码，后经扩展后可以检测出两位错误、纠

正一位错误．汉明码由于编码和译码容易实现，抗干

扰能力较强，至今仍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类码［１５１６］．

１９６０年 Ａｖｉｚｉｅｎｉｓ
［１７］提出了 ＭＳ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冗余表示计数法，通过冗余表示法使

加法没有进位过程，１９８６年Ｄｒａｋｅ等人
［１８］将 ＭＳＤ

加法运算引入到光学计算领域，这极大地加快了光

学加法器的设计进程［１９２２］．任意一个整数或小数都

可用下面的 ＭＳＤ数表示

犃＝∑
犻

狓犻２
犻，

其中狓犻的取值为１，０或１，符号１表示－１．

无光态、垂直偏振光态、水平偏振光态这３种物

理状态可以以任何方式与１、０、１这三值信息建立一

一对应关系．在我们研究的三值光学系统中，发生的

错误主要是指液晶板上某些像素位的输出未必是希

望得到的结果，如某位应输出０，１，１之一，但输出恰

为其它两个值之一．因此，对于三值系统而言，存在

６种可能的静态故障，即“０→１”，“０→１”，“１→０”，

“１→１”，“１→０”与“１→１”．本文只考虑这些故障．

考虑各个位置由 ＭＳＤ数符｛０，１，１｝构成的狀

位三值信息码犕＝犪狀犪狀－１…犪６犪５犪４犪３犪２犪１．三值汉明

码由信息码位和校验码位两部分构成．假设信息码

位数为狀，校验码位数为犽，那么校验码位数犽可选

取满足下列不等式的最小整数

２犽 犽＋狀＋１．

　　将第犻个校验位（或称校正子）犫犻放置在２
犻码位

上，并将信息码位从低到高依次插入，所得的狀＋犽

９４６１８期 沈云付等：三值汉明码检错纠错原理和方法



位三值码称为三值（狀＋犽，狀）汉明码（或简称三值汉

明码）．三值汉明码的构成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值（狀＋犽，狀）汉明码构成形式

码位 狀＋犽 … ２犻 …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信息码 犪狀 … … 犪５ 犪４ 犪３ 犪２ 犪１

校验码 … 犫犻 犫４ 犫３ 犫２ 犫１

三值汉明码 犪狀 … 犫犻 … 犪５ 犫４ 犪４ 犪３ 犪２ 犫３ 犪１ 犫２ 犫１

校验过程是通过分组来实现的，具体过程如下：

（１）首先根据校验位的个数犽确定犽 组：犛１，

犛２，…，犛犽．

（２）其次将表１中汉明码各码元的码位用二进

制表示，然后根据各码元所在码位二进制中１的出

现与否由低位向高位进行分组；如犫１所在的码位为

１，二进制表示为（０００１）２，因此犫１被分在犛１组，仅参

与犛１组的校验；犪４所在的码位为７，二进制表示为

（０１１１）２，因此犪４分别被分在犛１组、犛２组和犛３组中，

参与犛１，犛２，犛３组的校验，不编入除此之外的其余

组，也不参与其余组的校验；其余码元的分组类似．

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信息位与校验位分组表

码位 狀＋犽 … ２犻 …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分组
三值汉明码

犪狀 … … 犪５ 犪４ 犪３ 犪２ 犪１

犛１ 狔 … … 犪５ 犪４ 犪２ 犪１ 犫１

犛２ 狔 … … 犪４ 犪３ 犪１ 犫２

犛３ 狔 … … 犪４ 犪３ 犪２ 犫３

犛４ 狔 … … 犪５ 犫４

… … … …

犛犻 狔 … 犫犻

… … …

表２中，狔表示犪狀或空．对于每一个分组犛犻而

言，校验位犫犻是未知的并且只有１个，而分在该组的

所有信息位是已知的，用每组中已知的所有信息位

按照某个合适的运算“”计算该组中未知的校验位

犫犻．如犫１所在的分组为犛１，将犛１组中除犫１外其余所

有信息位按照某个合适的运算“”计算犫１（对于犛１

组，码元所在码位的二进制表示的最低位必须为１，

如犪２，犪４等）．

上述分组模式与二进制汉明码的分组模式相同．

以下以８位三值信息码犕＝犪８犪７犪６犪５犪４犪３犪２犪１

为例进行说明．取犽＝４，即取４个校验位，对应的三

值汉明码形式为犎＝犪８犪７犪６犪５犫４犪４犪３犪２犫３犪１犫２犫１，如

表３所示．

校验过程是通过分组实现的，分组过程与表２

一致．分组方式如表４所示．

表３　三值（１２，８）汉明码

码类
码位

１２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信息码 犪８ 犪７ 犪６ 犪５ 犪４ 犪３ 犪２ 犪１

校验码 犫４ 犫３ 犫２ 犫１

三值汉明码 犪８ 犪７ 犪６ 犪５ 犫４ 犪４ 犪３ 犪２ 犫３ 犪１ 犫２ 犫１

表４　（１２，８）汉明码分组方式

行 分组
码位

１２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１ 犛１ 犪７ 犪５ 犪４ 犪２ 犪１ 犫１

２ 犛２ 犪７ 犪６ 犪４ 犪３ 犪１ 犫２

３ 犛３ 犪８ 犪４ 犪３ 犪２ 犫３

４ 犛４ 犪８ 犪７ 犪６ 犪５ 犫４

表４中校验位值是由每组中已知的全部信息位

通过下列公式计算而得

犫１ ＝犪１ 犪２ 犪４ 犪５ 犪７

犫２ ＝犪１ 犪３ 犪４ 犪６ 犪７

犫３ ＝犪２ 犪３ 犪４ 犪８

犫４ ＝犪５ 犪６ 犪７ 犪８

　　为方便起见，称为三值汉明码校验位生成运

算，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经验证，对 ＭＳＤ表示形

式而言，可用于三值汉明码校验位的生成运算只有

３个，即：（１）狓狔＝狓＋狔；（２）狓狔＝狓＋狔＋１；

（３）狓狔＝狓＋狔－１．本文取为模３绝对值最小剩

余系｛０，１，１｝上的加法运算，即狓狔＝狓＋狔，运算规

则如表５所示．

假定汉明码犎 经传输后变为犎′＝犪′８犪′７犪′６犪′５犫′４

犪′４犪′３犪′２犫′３犪′１犫′２犫′１．对 犎′按如下分组方式计算各组对

应的值，即计算犛′１，犛′２，犛′３，犛′４，并称它们为监督位，

相应的等式称为监督关系式：

犛′１＝ （犪′１犪′２犪′４犪′５犪′７）犫′１

犛′２＝ （犪′１犪′３犪′４犪′６犪′７）犫′２

犛′３＝ （犪′２犪′３犪′４犪′８）犫′３

犛′４＝ （犪′５犪′６犪′７犪′８）犫′４

其中，运算称为监督位生成运算．这里令满足如

表６所示的运算规则，前面的符号犛１，犛２，犛３，犛４仅

用于分组，未计算它们的值．

表５　的运算规则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表６　的运算规则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易见，是模３绝对值最小剩余系｛０，１，１｝上的

减法运算，满足如下关系：对任何三值数狓，狔，狓

狔＝狓－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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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值汉明码的检错原理及错误位置

确定

　　在校验位犫１，犫２，…，犫犽计算完成后，得到三值汉

明码犎，同时经传输后变为新三值汉明码犎′．以下

假定传输过程中仅发生一位数据错误．

对犎′按分组方式计算犛′１，犛′２，…，犛′犽的值．有如

下的结论．

定理１．　如果犛′１，犛′２，…，犛′犽不全为０，那么汉

明码犎′中的第（｜犛′犽｜…｜犛′２｜｜犛′１｜）２位发生错误．这

里，｜狓｜是通常意义下狓的绝对值，（狔）２表示狔的二

进制表示．

证明．　为书写清楚起见，以下以三值（１２，８）汉

明码为例进行证明，对一般的三值（狀＋犽，狀）汉明

码，其证明方法是相同的．

设经传输后的三值汉明码为犎′＝犪′８犪′７犪′６犪′５犫′４犪′４

犪′３犪′２犫′３犪′１犫′２犫′１．记

犮１＝犪′１犪′２犪′４犪′５犪′７

犮２＝犪′１犪′３犪′４犪′６犪′７

犮３＝犪′２犪′３犪′４犪′８

犮４＝犪′５犪′６犪′７犪′

烅

烄

烆 ８

，

犛′１＝犮１犫′１

犛′２＝犮２犫′２

犛′３＝犮３犫′３

犛′４＝犮４犫′

烅

烄

烆 ４

．

　　为叙述方便起见，这里称犮１，犮２，…，犮犽为验

证位．

情况１．　信息位中有一位错误．

此种情况下，校验位数据完全正确，即犫犻＝犫′犻，犻＝

１，２，３，４．又假定犪狋有跳变，即犪狋→犪′狋，犪狋≠犪′狋；而对其

他的位，犪犻＝犪′犻．设犪狋码位的二进制表示为（狋４狋３狋２狋１）２．

根据汉明码分组规则，犪狋至少分在２组中，于是狋４，

狋３，狋２，狋１中至少有２个取值为１．

对不含有犪狋的任何分组号犼，易见犫犼＝犮犼，且

犛′犼＝犮犼犫′犼＝犫犼犫′犼＝犫犼－犫′犼＝０．

含有犪狋的每个分组（如含组号犻）必使二进制

（狋４狋３狋２狋１）２中的狋犻＝１．如０１０１表示第１组、第３组中

含有犪狋，其狋１＝１，狋３＝１．现设第犻组含有犪狋，那么可

写犫犻＝犪狋狓，犮犻＝犪′狋狓，其中狓是信息码中除了犪狋

外的位经运算而得的结果．因犫犻＝犫′犻，所以有犛′犻＝

犮犻犫′犻＝犮犻犫犻．根据运算和的规定，狌狏＝狌＋狏，

狌狏＝狌－狏，下文总假定在模３绝对值最小剩余系

意义下进行运算．因此

犛′犻＝犮犻犫犻＝犮犻－犫犻＝（犪′狋狓）－（犪狋狓）＝

（犪′狋＋狓）－（犪狋＋狓）＝犪′狋－犪狋≠０．

　　这表明（狋４狋３狋２狋１）２中使狋犻＝１的组犻在汉明码

分组方式表中对应的犛′犻 都取同一个不为０的值

犪′狋－犪狋．由此可以判定第（｜犛′４｜｜犛′３｜｜犛′２｜｜犛′１｜）２位数

据犪狋有误．

情况２．　校验位有一位错误，但信息位中无错误．

由于犪１，犪２，…，犪狀不变，因此经传输后，犮犻＝犫犻．

假如某犫犻有跳变，即犫犻→犫′犻，犫犻≠犫′犻，而其它校验

位犫犼不变，即犫′犼＝犫犼．很显然犛′犻＝犮犻犫′犻＝犮犻－犫′犻＝

犫犻－犫′犻≠０，而其余的犛′犻＝犮犻犫′犻＝犮犻－犫′犻＝犫犻－犫′犻＝０．

这表明，新三值汉明码 犎′中的第（｜犛′４｜｜犛′３｜｜犛′２｜

｜犛′１｜）２位（即数据犫犻）发生错误．

综上所述，定理得证． 证毕．

４　三值汉明码的纠错方法和纠错码表

根据上述分析，一旦发现犛′１，犛′２，…不全为０，那

么汉明码数据传输发生一位错误．更进一步地，犛′１，

犛′２，…只有两种可能，即０或非０值．

情况１．　如果校验位犫犻有跳变犫犻→犫′犻，那么犛′１，

犛′２，…中仅有一个为非０值，即犛′犻＝犮犻犫′犻＝犮犻－犫′犻＝

犫犻－犫′犻≠０．

根据三值二元运算表６中取值１和１这两种

情况：（１）０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１１＝

１０＝１，构造两个纠错码表７和表８．

表７　纠错码表犃

当前值 正确值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表８　纠错码表犅

当前值 正确值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如果经计算后犛′犻＝１，那么用纠错码表Ａ进行

校验；否则，当犛′犻＝１时用纠错码表Ｂ进行校验．

情况２．　如果信息位犪狋有跳变犪狋→犪′狋，此时犪′狋

为当前值，犪狋为原值（正确值），那么犛′１，犛′２，…中至

少有２个不等于０的值，且均取值犪′狋犪犻＝犪′狋－犪犻．

如果该值为１，那么用纠错码表Ｂ纠错，否则用纠错

码表Ａ进行纠错．

例１．　设三值信息码为 犕＝１１１０１１０１，相应

的１２位汉明码为 犎＝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１．假设 犎′＝

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１．经计算得犮４＝１，犮３＝１，犮２＝１，犮１＝１．

由犛′犻＝犮犻犫′犻得犛′４＝０，犛′３＝１，犛′２＝１，犛′１＝１．故在

（｜犛′４｜｜犛′３｜｜犛′２｜｜犛′１｜）２＝（０１１１）２位，即第７位上发

生错误．因犛′犻中不为０的值为１，所以用纠错码表Ｂ

进行纠错，将当前值１改为１，错误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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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三值汉明码纠错的实现概念结构图

以下以８位信息位为例给出三值汉明码的纠错

过程．三值汉明码检错纠错概念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包括光源、编码器、校验位生成器、汉明码接收器、验

证位生成器、监督位生成器与纠错部件等．

其基本工作流程是：光源发出的自然光进入编

码器；编码器在通过８位数据输入线送来的编码信

号控制下，把自然光调制成表示用户输入运算数据

的三态光信号犪８犪７犪６犪５犪４犪３犪２犪１；这些三态光信号

经校验位生成运算部件的处理（计算）后输出相应的

校验码位结果光信号犫４犫３犫２犫１，得到１２位汉明码犪８

犪７犪６犪５犫４犪４犪３犪２犫３犪１犫２犫１；然后将这１２位汉明码通过

光传输网络传送到（远程）汉明码接收器；经过汉明

码的验证位生成器生成验证位犮４犮３犮２犮１，再经监督码

生成器生成监督码信息犛′４犛′３犛′２犛′１，确定错误出现的

位置，如有错，则通过纠错部件进行纠错；最后对正

确信息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如正确信息的光信号转

换成表示同一信息的电信号，再对这些电信号通过

输出线存储到输出存储阵列等）．

校验位生成器与验证位生成器：对输入的信号经

模３加法运算后生成相应的校验码位和验证码位．

监督位生成器：通过４个一位数模３减法生成

４位监督码位．

纠错部件：通过计数器统计监督码信息犛′４犛′３犛′２犛′１

中０的个数，如为０，那么信息传输无误；如为１，那

么校验位有误，可不必处理；否则信息位出现错误．

然后根据纠错码表Ａ或Ｂ进行纠错．纠错处理过程

实际是一个加１或减１过程，光学实现很容易．根据

如图１所示的三值汉明码检错纠错概念结构图画出

如图２所示的三值汉明码检错纠错框架图．

图１　三值（１２，８）汉明码检错纠错概念结构

　　对一般的（狀＋犽，犽）三值汉明码，每个校验位犫犻

至多是狀个一位数的和，因此通过 ＭＳＤ加法器在

二叉迭代加法模式下用３ｌｏｇ狀个时钟周期可以并行

地计算所有犽个校验位犫１，犫２，…，犫犽；对验证位计算

同法处理．而每个监督位计算可通过其真值表至多

需要６个基元构建模３减法处理器，仅需几个时钟

周期．如所有的监督位都无光表明无错误发生；如某

些监督位透光，则通过光电转换与编码确定错误位

置，并用查表方式纠错．

６　结　论

随着千位三值光学计算机应用系统研究的推

进，确保三值光学计算机系统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已

成为三值光学计算机理论和设计研制中的重要问

题．本文对三值光学计算机可靠性有关技术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基于 ＭＳＤ表示的三值汉明码的检错

纠错原理和一位错误位置的判定和纠错方法，但该

方法不能实现检二纠一功能．本文给出了基于三值

光学计算机的三值汉明码检错纠错概念结构图，从

目前光学处理器研究进展来看，本文的检错纠错的

实现已不存在技术问题．本文所给出的校验位分组

模式易于扩展以提高检错性能，但编码效率不高，对

扩展三值汉明码以及其他较高效率的编码方式的相

关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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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值（１２，８）汉明码检错纠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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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ｃａｒｒｉｅｒ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Ｏｐｔｉｃ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７０８１７０８７

［８］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Ｊ，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４０Ｇｂ／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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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ＩＥＥ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２４（４）：２３４２３６

［１０］ ＬｉｎＲｏｎｇＨｕｉ．Ｒｅｓｅａｒｈ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ｎ ［Ｍ．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２０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榕慧．三值光纤通信原理研究及电路设计［硕士学位论

文］．西北工业大学，西安，２００３）

［１１］ Ｗａ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ｇＱｉＦｅｎｇ，ＪｉａＱｉ，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Ｈｏｎｇ．Ｒｅ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２０１０，２７（９）：１２１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岩，杨奇峰，贾琪，郑燕红．空间光通信系统可靠性设计

与实现．微电子学与计算机，２０１０，２７（９）：１２１５）

［１２］ Ｊｉｎ Ｙｉ， Ｈｅ ＨｕａＣａｎ，Ｌｖ Ｙ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ｅｒｎａｒ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Ｆ），２００３，４６（２）：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３］ ＪｉｎＹｉ．Ｄｒａｗｎｅ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７（４）：４０１４１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翊．走近光学计算机．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１７（４）：４０１４１１）

［１４］ ＪｉｎＹ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ｒｇｅ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ＨＰＣ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１４

［１５］ ＳｈｅｎＳｈｉＱｕ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ｎｄＨａｍｍｉｎｇｃｏｄｅｓｉｎｓｅｒｉａｌ

ｄａｔ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１２（２）：９１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申时全．扩展 Ｈａｍｍｉｎｇ码在串行通信中的一种应用．贵州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５，１２（２）：９１９５）

［１６］ ＷａｎｇＡｉＺｈ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Ｈａｍｍｉｎｇｃｏｄｅｒ／ｄｅｃｏｄｅｒ

ａｎｄｉｔｓＦＰＧＡ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２００８，２８２（１９）：１８７１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爱珍．扩展汉明码的编解码器设计及其ＦＰＧＡ实现．现

代电子技术，２００８，２８２（１９）：１８７１９１）

［１７］ Ａｖｉｚｉｅｎｉｓ Ａ．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ｎｕｍｂ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ｓ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ＩＲ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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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ｎｕｍｂ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６，２５（１）：３８４３

［１９］ ＹａｏＬｉ，Ｇｅｏｒｇｅ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ｂｌｅ

ｍｅｍｏｒｙｌｏｇ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８７，２６（１２）：

２３２８２３３３

［２０］ ＣａｓａｓｅｎｔＤ，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Ｐ．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ｄｄ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９４，３３（８）：

１４９８１５０６

［２１］ 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 ＭａｓａｈｉｄｅＩ，Ｔｏｙｏｈｉｋｏ 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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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６，３５（４）：１１３４１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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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５３（１１）：２１５９２１６８

犛犎犈犖犢狌狀犉狌，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０，Ｐｈ．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ｄ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

ｓｏｏｎ．

犘犃犖犔犲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８，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０，ｔｈｅｔｅａｍｌｅｄｂｙＪｉｎＹｉ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ｄａｔａ

ｂｉｔｓ．ＳＤ１１，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ｂｉｔｓ，ｗａ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ｉｎ２０１１．Ｎｏｗｔｈ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１１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Ｄ１１，ｉｔ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ｆｅｃｔｓａｒｅ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ｓ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ｆｅｃｔｓｎｏｔ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ＳＤ１１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ｙ ｅｒｒｏｒ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ｖａｌｕｅｄ ｄａｔ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ｅｔｃ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ａｔ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Ｄ１１．Ｔｈｉｓｉｓａｎｅｗ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ａｉｄｃｌｏｓｅ

４５６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ｔｉｓ

ａｌｓｏａ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ａ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ｏ．１３ＹＺ００５），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Ｊ５０１０３）ａｎｄ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６１１０３０５４）．Ｔｉｌｌｎｏｗ ｗｅ

ｈａｖｅｎｏｔｓ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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