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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第一頻段接收機匣計畫
（ALMA Band 1 receiver cartridge development）

撰文　黃耀德、黃裕津、章朝盛、郭岳芳

1、Band 1 接收機介紹

ALMA 天線主體有兩反射鏡，來自遙遠天體的毫

米或次毫米波長之電磁波，經由七米或十二米直徑

的主拋物鏡面聚焦，再由雙曲面次反射鏡導引到選

定的頻段之接收機窗口 ( 如圖 2)。每座接收機（如

圖 3）各配備 10 個機匣，每個機匣 ( 如圖 4) 負責接

收不同頻率範圍的電磁波。望遠鏡在任一瞬時，僅

啟用一個頻段觀測。當第一頻段接收機啟動，在絕

對溫度 15 度 ( 攝氏零下 258 度 ) 超低溫環境下，所

接收的電磁波依線性極化分離為兩路，並分別加以

放大處理，並在後續室溫段降頻至 4 - 12 GHz，並將

信號送出到後級處理 ( 如圖 5)。

目前第一頻段接收機的光學元件，包含室溫段以

及低溫段光學元件是由智利大學（UCh）與日本國

立天文台（NAOJ）負責設計。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

（NRAO）則是負責提供低溫段的低溫低雜訊放大

器以及本地振盪信號源。而正交極化轉換器則是委

由赫茲柏天文物理研究所（HIA）合作研發。中央

研究院天文所（ASIAA）則是負責室溫接收機匣關

圖 1.  ALMA 陣列與南半球銀河的合影，取自歐洲南方天文臺 

(European South Observatory, ESO) 超高解析度縮時攝影展。

攝於 2014 年四月二日，攝影者為 B. Tafreshi。

中研院合作參加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天線陣列（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 Sub-millimeter Array，以下簡稱 ALMA 計畫），乃

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面天文望遠鏡計畫。此計畫由北美、歐洲

及亞洲 26 個國家合作，於智利北部海拔 5000 公尺之 Atacama

沙漠中建置一個由50 座高精度直徑 12 米天線組成的「12米陣列」

（12-m Array），以及一個由 4 座 12 米及 12 座 7 米天線組成的

「Atacama 密集陣列」（Atacama Compact Array）。ALMA 於

2013 年三月正式啟用，期望運轉至少 50 年。

該電波天線接收機要觀測的波段由 30 GHz 毫米波至 950 GHz

次毫 米波分成十 個頻段，每一 個頻段由一 個接收機模 組機匣

（Receiver Cartridge）負 責 將 天 線 接 收 訊 號 由 射 頻（Radio 

Frequency, RF）轉換成中頻（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天

線接收機可裝置十個頻段接收機模組機匣，處理十個不同訊號波

段。本計劃為 Atacama 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列（ALMA）計畫

研究發展最大頻寬與最低系統雜訊的 35 - 50 GHz 毫米波段接收

機。此接收機即為 ALMA 計劃第一頻段（Band1）接收機。目標量

產數量為 73 具。其中每具接收機將各別裝於 66 座天線中，另外 7

具為備用接收機。

本計劃目前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ASIAA）主導，與日本國立天文

台（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of Japan, NAOJ）、

智 利 大 學（University of Chile, UCh）、美 國 國 家 電 波 天 文 台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NRAO）以及赫茲

柏天文物理研究所（NRC Herzberg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 

HIA）合作，針對接收機關鍵元件的研究與開發、進行接收機系

統設計、以及完成所有 73 具接收機量產與測試，目的為能夠符合

ALMA 計劃之品質以及交運時程需求。此計劃預計 2019 年完成所

有接收機的交運任務。

在 ALMA Band1 頻段的接收機投入運轉後，電波天文學家將能夠

使用有史以來最強大的 7mm 波段天文觀測工具，針對許多重要

的科學問題進行研究。其中兩大科學目標包括：一、觀測早期宇宙中，

高紅位移星系的一氧化碳低轉動能階躍遷之發射譜線，以及二、原

行星盤發出的連續譜，以瞭解在行星形成過程中，微塵埃增長之機

制。並對其他各式科學課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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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元件（低雜訊放大器與混頻器）的研發以及系統

整合與測試。各項關鍵元件與系統整合測試實驗室

的設計及建置將於後述章節說明。

1.1號角天線與透鏡

接收機最前端之信號饋入，必須仰賴光學元件與

饋入天線之整體設計，以達到低損耗、低雜訊之要

求。理想上光學元件與天線置於低溫環境操作可降

低其雜訊貢獻，然而對 ALMA 接收機系統，最低頻

率的四個頻段由於波長較長，光學元件尺寸體積過

大，必須置放於真空腔外之室溫環境。ALMA 第一

頻段室溫段光學元件為一高密度聚乙烯透鏡，此透

鏡同時作為真空窗口，信號波束聚焦後穿過兩道紅

外線阻隔濾波器（環境溫度分別為 110 K 及 15 K）

構成之低溫段光學元件，最後由位於焦點之皺摺號

角天線（圖 6）接收。

由於 ALMA 第一頻段接收機位於整個接收機低溫

真空腔之外圍，受限於較大之波束傾斜角，且因使

用室溫環境下之折射聚焦光學元件，光學損失較大，

在低溫低雜訊放大器輸入端之前的雜訊貢獻約為 10-

13 K。

1.2正交極化轉換器

正 交 極 化 轉 換 器（Orthogonal Mode transducer, 

OMT）主要功用是將接收訊號中的兩個極化方向分

離，一般常用 OMT 依照輸出訊號不同分為 (1) 分解

圖 2.  ALMA 天線架構圖。

圖 3.   ALMA 接收機。

圖 4.   第一頻段接收機圖。 圖 5.   第一頻段接收系統圖。

低溫接收機匣 室溫接收機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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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左旋極化與右旋極化 (2) 分解為垂直與水平雙線

性極化，ALMA 接收機採用的是雙線性極化。為達

到 ALMA 第一頻段的寬頻要求，此次正交極化轉

換器採用十字柵（turnstile）結構，它具有高阻隔度

（isolation），且圓形波導的輸入端可直接與號角天

線接合。為了減低頻率響應中的尖波（spikes），在

加工精度上有非常高的要求。圖 7 為 turnstile OMT

輸入端的示意圖，Port 1 為輸入端，接收到的不同線

性極化訊號（Pol.A 與 Pol.B）由 Port 1 進入後，會

出現在不同的輸出端（port 2-5），藍色點線與黑色

點線的差距即 isolation。

1.3低溫低雜訊放大器

低 溫 低 雜 訊 放 大 器（Cold Low Noise Amplifier, 

CLNA）為 ALMA 第一頻段接收機模組內最為關鍵

之主動式毫米波元件，對於整個接收機的靈敏度與

雜訊表現有決定性之影響。整個接收機之超低雜訊

性能除了需要有極低損耗之光學、饋入天線、及正

交極化轉換器設計，還需要由低溫低雜訊放大器之

高增益與低雜訊性能來達成。以 ALMA 第一頻段接

收機模組的架構，低溫低雜訊放大器的雜訊溫度須

控制在 10 - 18 K、增益為 30 dB 以上，方能達到 23 

- 33 K 之接收機雜訊溫度。

有鍵於此元件之重要，在初期開發階段，參與研

發之中央研究院天文所（ASIAA）、美國國家電波

天文台（NRAO）以及赫茲柏天文物理研究所（HIA）

均投入研製，最後以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NRAO）

研製之五級 50 奈米磷化銦高電子動率電晶體（InP 

high-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放大器在雜訊溫度

與增益性能最佳。目前首批生產之放大器均符合雜

訊與增益需求。

1.4室溫低雜訊放大器（LNA）

室溫低雜訊放大器用於進一步放大來自低溫低雜

訊放大器之輸出信號，由於微波元件串級之後，位

於系統後端元件對系統雜訊溫度之貢獻，將為前級

放大器之增益所抑制，為避免混頻器的雜訊影響整

個接收機系統，經過計算，訊號在進行降頻之前必

須先被放大至少 50 dB，所以在低溫低雜訊放大器放

大 30 - 35 dB 之後，剩下的 15 - 20 dB 增益就由室溫

低雜訊放大器補足。室溫低雜訊放大器由中研院團

隊設計，採用台灣穩懋半導體砷化鎵高速電子遷移

率場效電晶體製程製作，於 30 - 51 GHz 提供 20 dB

增益，室溫下雜訊指數為 4 dB。圖 9 為晶片封裝後

的照片。

圖 6.   第一頻段之號角天線與透鏡：(a) 光學聚焦路徑示意圖，(b) 原型皺

摺號角天線。

圖 7.   十字柵正交極化轉換器。

圖 8.   第一頻段正交極化轉換器完整結構與照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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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室溫混頻器（Mixer）

ALMA 第一頻段接收機的混頻器用於把 35 - 52 

GHz 之射頻信號轉換為 4 - 12 GHz 之中頻，系統規

格指定之降頻方式為上旁波段（upper sideband），

故所需之本地振盪信號頻率為 31 - 39 GHz。由於

射頻、本振與中頻之比率頻寬皆極大，以傳統蕭特

基二極體為核心進行混頻器電路設計，將無法符合

如此寬頻且具有良好轉換增益平坦度。以共源共閘

（cascode）電晶體對為基礎設計之混頻器電路透過

如下的機制運作則可達成所需規格：( 一 ) 共源電晶

體偏壓於線性區、由閘極注入射頻信號，( 二 ) 共閘

電晶體維持通道為零電壓差之電阻態、閘極於適當

偏壓下、以本振信號調制通道電阻，形成時變電阻，

與共源電晶體放大之射頻信號混頻，( 三 ) 透過適當

的共源電晶體與共閘電晶體間阻抗匹配可達成寬頻

高轉換增益之設計。( 四 ) 進一步串接一共閘電晶體

於原有共源電晶體與共閘電晶體間，則可以進一步

強化本地振盪信號與射頻輸入端之隔絕度。

1.6本地振盪信號源

為保證控制順利與系統相容性，ALMA 所有頻帶

的本地振盪信號源（local oscillator, LO）皆由美國

國家電波天文台（NRAO）提供。LO 系統的核心元

件為釔鐵石榴石 (Yttrium Iron Garnet, YIG）振盪器，

它具有低相位雜訊（phase noise），與高輸出功率，

並且在頻率控制上是使用電壓控制，不須任何機械

控制，在便利性與可靠度上非常適合 ALMA 這樣大

型電波望遠鏡陣列的系統。

第一頻帶的 LO 頻率系統要求為 31 - 39 GHz，不

同於其他 ALMA 頻帶需要倍頻器（frequency multi-

plier）才能夠與觀測訊號混頻，第一頻帶可以直接

找到符合頻率與頻寬要求的 YIG 振盪器，再經由等

相位雙路功率分配器，外加適當的衰減，便可推動

兩路接收機之混頻器。LO 頻率控制是由鎖相迴路

（Phase-locked loop）達成，其中控制中心傳送的毫

米波頻率指令是由振幅調變之紅外光雷射經光纖傳

送，在 LO 系統中經光混頻器（photomixer）還原而

成。第一頻帶 LO 系統的總相位雜訊經實際測量低

於 16 fs（圖 11）。

2、第一頻段接收機匣整合測試實驗室

本所與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合作規劃與

建立第一頻段接收機匣整合測試實驗室，該實驗第

一頻段接收機模組機匣與相關零組件，組裝並進行

低溫下的整合測試。確定接收機功能與特性符合

ALMA 規格要求後，再將整合後的接收機匣運送至

位於智利北部海拔 3000 公尺的操作支援設施 (Oper-

ations Support Facility, OSF)。在這裡會將接收機匣與

ALMA 接收機做最後整合，通過功能性驗證後，整

圖 9.   室溫低雜訊放大器封裝照片。 圖 10.   室溫共源共閘電晶體混頻器原型封裝照片。

ALMA第一頻段接收機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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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就會與天線進行整合，

並運送至海拔 5000 公尺之陣

列操作場地 (Array Operations 

Site, AOS)。全程所有的運送都

需要特製的運送器材與運輸工

具來達成任務，運送前後也都

會經過一系列詳細的測試和審

查，以確保組裝與運送後的品

質和功能皆符合 ALMA 的要

求規範。

該實驗室係由前身為東亞接

收機前段整合測試中心所改裝

而成，該實驗室目前規劃具備

四個主要不同功能的運作區，

分別是接收與運送區、元件功

能測試區，以及接收機前段

組裝測試區。接收與運送區將運送的包裝材料以及

所可能夾帶的灰塵隔離在本區，以確保測試中心的

精密電子元件不收到污染。運送到智利觀測地前的

所有包裝動作也在此區進行。個別元件收件與檢查

區負責檢查來自其他合作研究機構提供的接收機元

件，以確定接收到的每個元件在運送過程未受損傷。

元件功能測試區負責對已通過接收測試的主要元件

進行功能性測試，確定元件運作正常，這樣可以減

少之後系統測試所需的除錯時間。接收機前段組裝

測試區則負責組裝與系統組裝後的功能性測試。

圖 11.   本地震盪源相位雜訊量測。

3、目前執行現況及成效

ALMA 第一頻段接收機匣計劃為中央研院院天文

所針對 ALMA 的主題計劃，這也是代表東亞地區針

對 ALMA 的主要貢獻計劃。目前第一頻段接收機匣

已經通過了初步設計審查計畫，也獲得 ALMA 計劃

針對原型機發展計劃書，進行審核並與以通過核准。

目前接收機原型機正在系統測試階段，預計於 2015

年中，進行細部設計審查。預計通過 ALMA 的細部

審查，將可以開始量產與交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