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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第十頻段接收機混頻元件之研發

撰文　王明杰

一、簡介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是

一座世界最大之地面干涉式射頻天文望遠鏡，建造

於智利的阿塔卡瑪沙漠上，主要觀測來自宇宙天體

的毫米及次毫米波。地外天體所輻射出的毫米及次

毫米波，除了鄰近星體，如太陽、月球及太陽系其

他行星外，到達地球的功率都非常低。天體的毫

米及次毫米波幅射密度強度是以 Jansky（顏斯基，

Jy）為單位，1 Jy=10−26　Wm−2Hz−1，一般天體的輻

射強度都小於 1 Jy。

除了來自宇宙天體的毫米及次毫

米波輻射相當微弱外，大氣中的水

氣會吸收毫米及次毫米波，降低天文

望遠鏡的觀測性能，因此毫米及次

毫米波望遠鏡需要選在大氣水氣較

少的地點──高冷且乾燥。圖一為

根 ALMA 臺址之大氣測量結果，模

擬在不同累積水氣下之大氣毫米及次

毫米波穿透率。顏色從紅、綠、藍到

青分別對應到的可觀測時間為 65%、

50%、25% 到 5%。ALMA 第 十 頻 段

（AB-10）為圖中最右邊，頻率範圍

從 787 GHz 到 950 GHz（波長從 0.381

毫米到 0.315 毫米）。

在一般微波接收系統設計中，微

弱的訊號均以低雜訊之半導體放大

器直接將訊號放大後，再進行後續

訊號處理，ALMA 第一頻段（35-50 

GHz）的接收機就是採用此種架構。但在毫米及次

毫米波波段，半導體放大器的噪聲（noise）太大，

嚴重降低接收系統的性能，無法觀測來自天體微弱

的訊號。為克服這難點，在接收機最前端放置低雜

訊之超導混頻元件，將訊號的頻率轉換成頻率較低

的中頻（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訊號，並保有

訊號原來的相位，作為後續干涉儀訊號處理的資訊。

超導混頻元件以超導材料為基礎，操作在接近絕對

溫度 4 度附近（攝氏零下 269 度），可減少熱擾動

圖 1. ALMA 臺址的大氣穿透率模擬。大氣累計水氣為 2.0（紅）、1.0（綠）、0.5

（藍）與 0.25（青）毫米。對應之望遠鏡可觀測時間為 65%、50%、25% 與 5%。

圖中標示出 ALMA 接收機從第三頻段（AB-3）到第十頻段（AB-10）範。第十頻

段的頻率範圍為 787 GHz 到 950 GHz。

（資料來源：計算模型網址 /http://almascience.eso.org/about-alma/weather/atmosphe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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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雜訊與訊號傳輸時的損耗。ALMA 的接收機從第

三頻段以上，均以超導混頻元件為偵測核心。中研

院天文所一直為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Array, 

SMA）研發與製作超導混頻元件，工作的頻率對應

於 ALMA 的第五到第七頻段。因此參加由日本國家

天文台主導的 ALMA 第十頻段接收機開發計畫，平

行開發所需要的超導混頻元件。

二、超導混頻元件

混頻元件為非線性元件，訊號（Signal）與本徵震

盪源（LO）饋入混頻元件（Mixer）後，因其電壓 -

電流的非線性，可產生中頻（IF）訊號，其頻率為

訊號與本徵震盪源（LO）的差頻，並保留訊號原來

的相位，如圖二中之示意圖。中頻頻率為幾 GHz 附

近，主要是考量中頻放大器的噪聲與頻寬，ALMA

第十頻段接收機的中頻頻帶為 4 到 12 GHz。混頻元

件的轉換增益與混頻元件之電流 - 電壓（I-V）曲線

的非線性度有關。半導體混頻元件可根據其 IV 曲

線，用傳統的混頻理論計算其轉換增益，一般而言

均小於 1，即轉換後中頻訊號的輸出功率小於輸入

訊號的功率。但對超導混頻元件而言，因為毫米及

次毫米波光子能量與超導能隙相當，必須要以量子

混頻理論才能描述。根據該理論，超導混頻元件的

轉換增益 G 可以達到 1，甚至大於 1。但是當轉換增

益大於 1 時，會有振盪現象，影響訊號偵測的穩定

性。實用上，會將操作參數設計在轉換增益稍低於

1。

超導混頻元件主要包含耦合天線、阻抗匹配線路、

與超導體 - 絕緣體 - 超導體之穿隧結（Superconduc-

tor-Insulator-Superconductor (SIS), tunneling junction）

等部分。耦合天線及阻抗匹配線路為耦合及傳輸訊

號之用。SIS 穿隧結具有非常強的電流 - 電壓（I-V）

曲線的非線性度，提供混頻機制。圖三中，黑線為

SIS 結電流 - 電壓（I-V）曲線示意圖，偏壓低於能

隙電壓（Vg）時，通過 SIS 結的電流很小。但在偏

壓超過能隙偏壓時，通過的電流會急遽增加，形成

強烈的非線性曲線。紅線為耦合本徵訊號後，許多

電子會吸收本徵訊號的能量後，通過絕緣層，稱為

光輔助穿隧（photon assisted tunneling），因為本徵

訊號接近單頻（或頻寬非常窄），會在電流 - 電壓

（I-V）曲線形成台階狀，其寬度為本徵訊號能量對

應之電壓， eω ， ω 為光子能量。前面所提之混

頻元件轉換增益 G 與此台階的斜率有密切關係。

三、ALMA第十頻段混頻元件研發

（一）混頻元件的參數選擇與製作

ALMA 第十頻段混頻元件所需要的技術與 ALMA

圖 2. 混頻原理的示意圖。訊號 Signal）與本徵震盪源（LO）饋

入混頻元件（Mixer）後，可產生中頻（IF）訊號，其頻率為訊

號與本徵震盪源（LO）的差頻（ωLO - ωS），並保留訊號原來的

相位，δ。

圖 3. 超導 SIS 結的 IV 曲線示意圖。黑色線：在超導能隙電壓附近，

電流會急速增加。紅色線：電子會吸收本徵訊號或放出與本徵訊

號同頻之光子後進行正向或反向躍遷，在超導能隙電壓附近形成

等距之電流平台，其寬度為本徵訊號能量對應之電壓， LO e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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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頻段之混頻元件或是次毫米波陣列（SMA）

之混頻元件不同，因為其偵測光子的能量（頻率從

787 GHz 到 950 GHz）已經超過鈮（Niobium, Nb）

超導體金屬的超導能隙頻率（~670 GHz），超導電

子對會因吸收訊號而分開，變成一般電子，產生損

耗。因此對此頻段的訊號而言，鈮只是一種高電阻

與高損耗的金屬，並不適合做為耦合及傳輸訊號之

天線及阻抗匹配線路之用。必須採用具有更大的超

導能隙（或更高的超導轉變溫度）的超導體，或具

有很低電阻率的金屬。雖然目前高溫超導材料很多，

但考慮材料特性與元件製程相容性，天線（兼接地

面，ground plane）採用高品質氮化鈮鈦（NbTiN）

薄膜，超導溫度約在 15 K，傳輸線則用高純度鋁薄

膜。鈮 - 氧化鋁 - 鈮形成之 SIS 結，理論上可工作

至 1340 GHz 的訊號，而且其品質與製程技術都很成

熟，可用於 ALMA 第十頻段的混頻元件。

混頻元件的重要特性參數有 SIS 結的臨界電流密

度與漏電流。臨界電流密度是指可通過 SIS 結的最

大超導電流密度，與超導體的能隙及絕緣層的厚度

有關。一般而言，能隙愈大，絕緣層愈薄，超導臨

界電流密度愈高。而臨界電流密度與混頻元件工作

的頻寬成正比。SIS 結的漏電流（偏壓低於能隙電壓

時）來自電子熱擾動與絕緣層的缺陷兩部分。前者

是無法利用製程技術改善，後者則是元件研發的重

點。混頻元件的漏電流越小其轉換增益較大，自身

噪音也較低。臨界電流密度及漏電流與絕緣層厚度

的關係剛好相反，考慮 ALMA 第十頻段混頻元件的

頻寬（約 160 GHz）、漏電流、阻抗匹配問題與製

程技術限制等因素，所使用的 SIS 結的超導臨界電

流密度為 104 A/cm2，尺寸約在 1 微米附近。

元件的製程與一般半導體元件類似，通過光學微

影術及蝕刻設備製作所需圖形。利用濺鍍方式，成

長金屬超導薄膜與介電層。製作鈮 - 氧化鋁 - 鈮三層

膜時，於室溫下，通入氧氣，在鋁金屬上成長一層

約 1-2 奈米厚的氧化鋁絕緣層。圖四之左上圖為第

十頻段混頻元件中心部位的電子顯微鏡照片，圖中

顯示由鋁傳輸線（突起長方形）連接兩個 SIS 結（兩

凹點）後，接至另一段鋁傳輸線（較細長條形，再

到蝴蝶領結型天線（最左邊）。較暗的區域為氮化

鈮鈦（NbTiN）薄膜，鋁傳輸線與氮化鈮鈦（NbTiN）

圖 4.  ALMA 第十頻段混頻元件。左上，元件中心部分的電子顯微鏡影像，包含 SIS 結（右側兩小凹點）、阻抗匹配之傳輸線與蝴

蝶領結型天線。左下，SIS 結剖面結構的示意圖。右上，SIS 結附近剖面的穿隧式電子顯微鏡影像，右下，SIS 結之放大影像，SIS

結的直徑約為 1.13 微米。



4032014.12 / psroc.phys.ntu.edu.tw / PHYSICS BIMONTHLY

物理專文ALMA第十頻段接收機混頻元件之研發

薄膜接地面（ground plane）間有二氧化矽介電材料。

圖四左下圖為 SIS 結附近的剖面結構示意圖，混頻

元件的基板為石英。右圖為混頻元件在兩個 SIS 結

附近剖面的穿隧式電子顯微鏡影像。紅色虛線內為

SIS 結，其放大圖在下方，SIS 結的直徑約為 1.13 微

米。

（二）混頻元件性能測試

元件製作在 300 微米厚之 2 吋圓形石英基板上，

一片基板上大約可放置

1200 個混頻元件。測

試元件前，需要進行精

密切割與基板厚度磨薄

的程序。單一元件最後

尺寸長約 2 毫米，寬約

90 微米，厚約 40 微米。

測試時，將混頻元件置

入基座內（如圖五之左

圖），基座包含一對

角號角天線（diagonal 

horn antenna） 收 集 訊

號，內部有波導管將收

集的訊號傳輸至混頻元

件，另外還包含一個中

頻輸出與偏壓輸入的端子。基座內部結構如圖五之

右圖。中間黑色長方形為波導管，連結到對角號角

天線。混頻元件安裝在溝槽中，元件中間的蝴蝶領

結型天線要調整至波導管的中心，確保訊號耦合良

好。左邊的接線至中頻輸出與偏壓輸入端子，右邊

則是接到基座（接地）。

圖六為元件性能測試系統之示意圖。本徵訊號與

黑體輻射訊號經由耦合器進入低溫光學系統，基座

上的對角號角天線收集後，耦合到混頻元件。產生

圖 6.  混頻元件性能測試系統的

示意圖。本徵訊號（左下）與

黑體輻射訊號（中下）經由金

屬線柵耦合器進入低溫光學系

統，基座上的號角天線收集後，

耦合到混頻元件。產生的中頻

訊號經低雜訊放大器與後級放

大器放大後，再量到其功率。

混頻元件的工作溫度為 4 K。

圖 5.  左圖：ALMA 第十頻段混頻放置混頻元件的基座，訊號經由中間之對角號角天線（diagonal 

horn antenna）接收後，再經由內部之波導管傳輸到元件，中頻輸出與偏壓輸入端子位於上方。

右圖：基座內部結構。中間黑色長方形為傳輸訊號的波導管出口，混頻元件橫置於波導管上，左

邊連接至中頻輸出與偏壓輸入端子，右邊接地。混頻元件長約 2毫米，寬約 90微米，厚約 4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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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頻訊號經低雜訊放

大器與後級放大器放大

後，再測量其功率。黑體

輻射訊號強度與其溫度

有關，測試時，提供 300 

K（熱負載）與 77 K（冷

負載）之黑體輻射訊號。

藉由熱冷負載下之中頻

功 率 的 比 值 （ Y  =  

PIF, 300 K / PIF, 77 K）， 可 計

算整個測試系統的等效

噪聲溫度，一般稱為 Y

係數方法。測試（或接

收）系統的等效噪聲溫度

（Trx）代表系統整體所產

生的噪聲強度，其關係式

為
300 77 Y~

Y 1rxT − ×
− ， 等

效噪聲溫度越低，接收機

的性能越好。

描述毫米及次毫米波接收系統的性能一般以量子

噪聲溫度為基準。量子噪聲溫度為接收機受限於量

子效應下，所能達到的最低等效噪聲溫度。其定義

為 Tq = hf / kB，f 為訊號頻率，h 為普郎克常數，kB

為波茲曼常數。高性能的接收系統（如 SMA 接收機

及 ALMA 低頻段接收機），其 Trx 可低於 3-4 倍的

量子噪聲溫度。接收機的 Trx 的主要來源包含混頻元

件、光學損耗與低雜訊中頻放大器等。對 ALMA 第

十頻段接收機而言，低雜訊的中頻放大器的噪聲溫

度一般在 10 K 以內。光學損耗可藉由才選擇與光路

設計等方法降低。但是混頻元件的轉換效益受限於

鈮的材料特性，隨著頻率升高而逐漸降低。因此，

ALMA 第十頻段接收機的最低等效噪聲溫度定在 10

倍的量子噪聲溫度左右，比低頻段的接收機高。

圖七為利用日本國家天文台 ALMA 第十頻段研發

團隊的設備，測量我們研發之混頻元件的性能。藍

色點與深藍色點分別為未修正與修正後的接收機等

效噪音溫度。綠色虛線標示第十頻段的規格，全部

頻寬內的 Trx 要低於 344 K，80% 頻寬內的 Trx 要低

於 230 K。測量的結果顯示，元件的頻寬約 170 GHz

（770 GHz-940 GHz），只比規格稍寬，但因中心頻

率稍低，造成高頻端的 Trx 急升。另外，紅點為混頻

元件的轉換增益（右邊縱軸），高頻區域下降較快，

轉換增益 G 值從 840 GHz 的 −7 dB（~0.2），下降

至 940 GHz 的 −13 dB（~0.05），Trx 對應地上升約 2.5

倍。主要是因為訊號頻率越高，除了損耗增加外，

訊號所感受到的非線性度越小，降低轉換效率。元

件的性能雖然在低頻端符合規格，但高頻端超出規

格。雖然我們嘗試調整製程，以改善混頻元件的性

能，但在計畫結束前（今年初），仍無法達到規格，

使用在 ALMA 的接收機上。目前 ALMA 第十頻段

接收機上的混頻元件，均為日本國家天文台 ALMA

第十頻段研發團隊所製作。

四、結論

中研院天文所長期致力於次毫米波陣列之 SIS 結

圖 7.  研發之 ALMA 第十頻段超導混頻元件性能測試結果。藍色點與深藍色點分別為未修正與修正

後的接收機等效噪音溫度。綠色虛線標示第十頻段的規格，全部頻寬內的 Trx 要低於 344 K，80%

頻寬內的 Trx 要低於 230 K。紅點為混頻元件的轉換增益（右邊縱軸）。元件的性能在低頻端符合

規格，但高頻端因訊號損耗過大，轉換增益變小，超出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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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頻元件的研發，藉此基礎，參加由日本國家天文

台主導的 ALMA 第十頻段接收機開發計畫，平行

共同開發所需要的超導混頻元件。我們建置製作混

頻元件所需的新設備，研究新材料薄膜成長的製程

與其特性，整合新材料與既有技術的製程，製作

ALMA 第十頻段的混頻元件。雖然元件的性能最後

僅符合規範的 70% 左右，無法達到使用在 ALMA 第

十頻段接收機上，但是其性能已經足以用於天文觀

測，未來可用於其他望遠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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