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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３０ ~ ３００ ＭＨｚ 的低频段陆基天线阵是重要的射电观测设备ꎬ 在该频段进行射电观

测面临无线电环境复杂、 天空背景温度高等特点ꎮ 介绍了一种基于微波芯片设计的新型低频

段模拟接收机ꎮ 接收机由初级带通滤波器(３０ ~ ７０ ＭＨｚ) 、 初级放大器、 次级带通滤波器(５５ ~
６５ ＭＨｚ)、 １８０° 移相器、 两个次级放大器组成ꎮ 在测试云南天文台短波段无线电环境的基础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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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实现了对 ５５ ~ ６５ ＭＨｚ 可观测频段的选通和放大ꎬ 整机噪声约为 ３２０ Ｋꎬ 增益 ６３ ｄＢ 左右ꎮ
同时作为中国射电天文低频阵前期研究的一部分ꎬ 由于采用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ꎬ ＭＭＩＣ)芯片ꎬ 接收机具有体积小、 成本低、 易于量产等特点ꎮ
关键词: 低频段ꎻ ＭＭＩＣ 芯片ꎻ 模拟接收机
中图分类号: Ｐ１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７６７３(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５７－０７

天体的电磁辐射反映了辐射体的重要特性和状态ꎬ 射电观测是研究包括太阳、 地球、 行星及太阳

系外天体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ꎮ 频率在 ８０ ＭＨｚ 以下的低频段射电辐射在太阳系内提供了大量关于
太阳、 行星射电和爆发的信息ꎬ 而且对太阳系以外天体的射电观测ꎬ 低频段不是现在人类已经能够观
测的电磁波段的简单外推ꎬ 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的探索空间ꎮ 这是因为这个频率范围基
本还没有进行过具有有效空间分辨率的观测ꎬ 人类对宇宙在这个频段的了解基本空白ꎮ 有很多天文现
象只有在低频段才能探测到ꎬ 预计科学探测内容包括: 木星电离层和磁层射电低频段辐射及木星射电
爆发ꎻ 低频和低频段脉冲星辐射、 辐射跳变ꎻ 太阳日冕物质抛射和射电爆ꎻ 银河系低频段大尺度高分
辨率辐射特性ꎻ 银河电离氢分布勘测ꎻ 瞬变天体时变频率特性研究等ꎮ 如图 １ꎬ 低频段具有丰富的天
体现象和辐射 [１－６] ꎮ

(１) 日冕物质抛射初始阶段实时动态监测

以超本地 Ａｌｆｖｅｎ 速度运动日冕物质抛射将产生激波ꎬ 从而激发 ＩＩ 型爆发ꎮ 与此同时ꎬ 激波还会加速

电子ꎬ 形成特殊的激波加速 ＩＩＩ 型爆发(ＩＩＩ￣ｌ)ꎮ 此外ꎬ 日冕物质抛射本身是磁束缚的一团等离子体ꎬ 会
产生热(回旋共振辐射)和非热辐射(回旋同步辐射)ꎮ 因此ꎬ 对 ＩＩ 型、 ＩＩＩ￣ｌ、 ＩＶ 型爆发以及日冕物质抛
射本身的热 / 非热辐射的成像观测ꎬ 将成为对日冕物质抛射初始阶段动态实时监测的有力工具ꎮ
(２) 日冕和行星际激波的诊断

日冕物质抛射从触发到加速向外运动ꎬ 由于起始速度为 ０ꎬ 要达到甚至超过当地的 Ａｌｆｖｅｎ 速度需

要一段时间并达到一定高度ꎮ 低频射电成像观测可能揭示 ＩＩ 型爆发和日冕激波的精确关系ꎮ 如通过
对 ＩＩ 型爆发的频率、 时间、 位置成像ꎬ 配合光学观测ꎬ 将得到一幅磁流体动力学激波和喷流、 日冕
物质抛射或爆炸波的相对位置 [７] ꎮ

(３) 日冕能量释放及粒子加速

由于射电观测对靠近或在其中的非热电子产生的等离子体辐射和非热回旋同步辐射敏感ꎬ 因此ꎬ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３０３０９４ꎬ Ｕ１４３１１１３) ꎻ 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 (２０１５ＦＢ１８９) ꎻ “ 西部之光” Ａ 类人才

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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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成像观测是发现日冕能量释放发生在何时、 何地的最好手段ꎮ 低频成像观测瞄准可能的在中高层
日冕的能量释放区ꎬ 可以对 ＩＩＩ 型爆发做光谱成像观测ꎬ 由于 ＩＩＩ 型爆发由高能电子束流沿磁场线运动
所致ꎬ 因此ꎬ 还可以标志电子束流的位置和轨迹ꎮ 结合对 ＩＩ 型爆发的观测ꎬ 可以解决电子束流的加
速者是耀斑还是激波的问题ꎬ 还可以构成 ＩＩ、 ＩＩＩ 和 ＩＶ 型爆发在时间域、 频率域和空间域的相互关
系ꎬ 将为太阳高能粒子事件的起源提供重要探测手段 [７] ꎮ
(４) 空间天气预警预报

太阳低频射电阵列可以构成在 ０ ５ ~ ２ ５ 个太阳半径范围内ꎬ 对高能电子 / 粒子、 日冕激波和日冕

磁场结构的监测 [８] ꎬ 特别是对朝向地球的高能粒子和激波ꎮ 它可以在地磁暴发生前数天ꎬ 预警朝向
地球的日冕物质抛射ꎮ 此外ꎬ 可以对该范围日冕特征参数ꎬ 如温度、 密度、 磁场给出定量的估计ꎬ 这
为空间天气实时预警预报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ꎮ

对于射电天文的观测ꎬ 天空背景温度非常高ꎬ 如图 １ꎬ 可以达到几千甚至上万 Ｋꎬ 在低频射电观测

时达到一定灵敏度ꎬ 必须通过增加天线有效接收面积的方法ꎮ 但是低频段的振子天线ꎬ 有效接收面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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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ꎬ 很难达到观测要求的灵敏度ꎮ 低频射电观测必须通过多天线组阵的方式增加有效接收面积 [９] ꎮ

Ｆｉｇ １

图１

云南天文台 ０ ~ １４０ ＭＨｚ 频段无线电环境图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０－１４０ＭＨｚ ｂａｎ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ｅｓ ｓｉｔｅ

国际上长期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天文台在进行低频段射电天文常规观测ꎬ 如乌克兰的 ＵＴＲ￣２ 天

线阵、 法国南希天文台、 日本东北大学低频干涉阵、 美国弗罗里达天文台和夏威夷天文台等ꎮ 这些天
文台目前的空间分辨本领在木星距离上不足 １０′ꎮ 目前它们和建设中的低频观测阵 (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ｒｒａｙ) 和平方千米阵列望远镜(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Ａｒｒａｙ) 可以提供低频段宽带观测ꎬ 但是还没有系统开

展干涉测量观测ꎬ 尚未达到建立太阳日冕物质抛射射电辐设模型和木星射电辐射机制模型的能力 [４] ꎮ
为此发展我国自主的陆基低频射电观测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ꎮ

进行低频射电相关观测ꎬ 首先必须进行单站建设和初步观测ꎬ 单站关键技术问题的设计至关重
要ꎮ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作为我国陆基低频射电观测网的重要成员ꎬ 提出研制低频段单观测站关键
技术的研究ꎮ 本文介绍云南天文台在低频段的接收机电路的研发ꎬ 接收机采用先进的 ＭＭＩＣ 微波芯片
技术作为设计核心ꎬ 大大降低了设计成本ꎬ 提高了系统的集成度和稳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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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 一种 ５５ ~ ６５ ＭＨｚ 频段射电天文天线阵接收机的设计

低频频段无线电环境的测量、 分析
云南天文台本部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郊ꎬ 随着无线电技术特别是短波通信技术的发展ꎬ 低频段无

线电干扰是该波段射电观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ꎬ 为此研究组利用已有的低频倒 Ｖ 天线进行了无
线电环境的测试ꎬ 测试结果见图 １ꎬ 频带内主要存在的干扰见表 １ ~ ２ꎮ
表１

７５ ~ １１０ ＭＨｚꎬ 其中离观测带宽比较近的几个强干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ＦＩ (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表２

１０ ~ ３０ ＭＨｚꎬ 主要无线电干扰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 ｔｈｅ ７５－１１０ＭＨｚ ｂ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
干扰频点

干扰频点

７７ ０

－６１ ４１

８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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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 ｄＢｍ

１０－３０ＭＨｚ ｂａｎｄ

( ＲＢＷ ＝ ３０ ｋＨｚꎬ

干扰频点

９５ ２

－３９ ８２

２３ １

－６７ ４７

９７ ０

－３７ ３８

８８ ５

－３７ ０３

９９ ０

－５５ ７２

１７ ５

９１ ８

－３２ ９９

１０５ ７

－３４ ８８

/ ＭＨｚ

２

强度 / ｄＢｍ

( ＲＢＷ ＝ ３０ ｋＨｚꎬ

Ａｔｔｅｎ ＝ ０ ｄＢꎬ ａｖｇ ＝ ０)

/ ＭＨｚ

Ａｔｔｅｎ ＝ ０ ｄＢꎬ ａｖｇ ＝ ０)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ＦＩ ｉｎ ｔｈｅ

/ ＭＨｚ
２１ ４
１５ ４
１３ ６
１１ ５

强度 / ｄＢｍ

( ＲＢＷ ＝ ３０ ｋＨｚꎬ

Ａｔｔｅｎ ＝ ０ ｄＢꎬ ａｖｇ ＝ ０)
－７１ ４３
－５５ ９８
－５０ ２３
－４１ ８

－４３ ３８
－５０ ６５

接收机的设计方案
为了规避调频广播和长波电台干扰ꎬ 选通有效的初步试验 “ 干净” 频带ꎬ 同时由于 １００ ＭＨｚ 以下

频段的天空的高噪声背景和无线电环境的不确定性ꎬ 选择具有高线性动态范围的放大器ꎮ 基于上述思
想ꎬ 接收机设计原理如图 ２ꎮ

Ｆｉｇ ２

图２

整体系统结构图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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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采用较宽带的带通滤波器 ＭＭＩＣ 芯片 ＢＰＦ￣Ｃ４５ ＋ꎬ 选通 ３０ ~ ７０ ＭＨｚ 的通带ꎬ 同时抑制带外强
干扰ꎬ 而后对初步选通的频带由一片 Ｇａｌｉ￣７４ ＋ ＭＭＩＣꎬ Ｇａｌｉ￣７４ ＋ 具有良好的线性动态范围和放大倍数ꎬ
主要指标如下:

(１)１００ ＭＨｚ 时增益为 ２５ １ ｄＢꎻ

(２)１００ ＭＨｚ 时的 ３ ｄＢ 压缩点 ＩＰ ３ ＝ ３８ ｄＢｍＷꎻ
(３)１００ ＭＨｚ 时的 １ ｄＢ 压缩点 ＩＰ １ ＝ １８ ０ ~ １９ ２ ｄＢｍＷꎻ

(４) 典型噪声系数 ＮＦ ＝ ２ ７ ｄＢꎬ 在常温下约合 ２００ Ｋ 噪声温度ꎻ
经 Ｇａｌｉ￣７４ ＋放大后的信号ꎬ 通过滤波器芯片 ＢＰＦ￣Ａ６０ ＋ꎬ 选通 ５５ ~ ６５ ＭＨｚ 带内信号ꎬ 考虑到 ＢＰＦ￣
６０ ＋的阻带抑制效果好ꎬ 但是插入损耗较大ꎬ 综合考虑将其作为第 ２ 级滤波器比较合理ꎮ 经 ＢＰＦ￣６０ ＋
滤波后的信号ꎬ 通过一个 １８０ ° 移相合成器 Ｔ１￣１￣ＫＫ８１ ＋ 将来自两臂的信号进行平衡 － 不平衡转换ꎬ 形
成一路非平衡信号ꎮ 接收机各元器件参数如表 ３ꎬ 同时表 ４ 列出了经第 １ 级滤波器后带外干扰的电平
情况ꎬ 确保了后级放大器不会饱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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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器件名称
ＢＰＦ￣Ｃ４５＋

接收机各元器件指标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增益 / ｄＢ

插入损耗 / 噪声系数 / ｄＢ

０

作用

０ ４４＠ ６０ ＭＨｚ

第一级滤波

Ｇａｌｉ￣７４＋

２５ １０＠ １００ ＭＨｚ

２ ７＠ １００ ＭＨｚ

第一级放大

ＢＰＦ￣Ａ６０＋

０

２ １６＠ ６０ ＭＨｚ

次级滤波

Ｔ１￣１￣ＫＫ８１＋

０

０ ６４＠ ５０ ＭＨｚ

信号移相合成

Ｇａｌｉ￣７４＋

２５ １０＠ １００ ＭＨｚ

２ ７＠ １００ ＭＨｚ

次级放大

总增益约: ６３ ｄＢꎬ 总噪声系数约: ３ ２ ｄＢꎬ 折合噪声温度约为 ３１６ Ｋ ( 常温下)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频率 / ＭＨｚ
７７ ０
８１ ２
８８ ５
９１ ８
２３ １

几个最强影响的无线电干扰信号接收机内部经过第一级滤波器后电平一览表
Ｓｏｍ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ＦＩ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ｉｌｔｅｒ
入口电平 / ｄＢｍ
－６１

ＢＰＦ￣Ｃ４５＋
－９７

噪声电平＠ －８３ ｄＢｍ 是否低于噪声电平
低于

－６７

－１０７

低于

－３７

－８７

低于

－３２

－９２

低于

－７１

－１２０

低于

基于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 ＳＥ 软件设计的电路如图 ３ꎮ 经过焊接制成电路板成品图如图 ４ꎮ

３

测试结果

整个接收机通带测量结果如图 ５ꎮ 其中带内 ３ 点的增益在 ６３ ５６ ｄＢ ~ ６３ ９３ ｄＢ 之间ꎬ 带内起伏小
于 ± ０ ３ ｄＢꎮ 同时带外主要干扰的抑制除了 ７７ ＭＨｚ ２５ ｄＢ 增益以外ꎬ 其余频点的抑制度均在 － ３０ ｄＢ
以上ꎬ 达到设计指标ꎮ 将接收机接入天线进行初步观测结果如图 ６ꎮ 加放大器后形成 ５５ ~ ６５ ＭＨｚ 通
带ꎬ 其余无线电干扰信号得到很好的抑制ꎬ 无饱和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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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电路原理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４

接收机成品图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ｇ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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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卷

模拟接收机测试通带图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ａｓｓ ｂ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ａｎａｌｏ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图６

４

研

Ｆｉｇ ６

初步的试观测频谱图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

云南天文台开展的低频天线阵建设ꎬ 目前已经初步完成 ２ × ２ 子阵建设ꎬ 包括天文台本部两个子

阵ꎬ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一个子阵ꎬ 下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行跟踪观测实验和双站干涉测量实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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