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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天文观测中, 射频干扰会造成假谱, 降低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射频干扰消减

旨在减少干扰信号对射电天文观测的影响, 包含器件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数据处理领域的
方法研究. 针对德令哈13.7 m望远镜接收机中频部分引入的射频干扰, 通过优化中频器件
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提高了接收机的整体抗射频干扰能力, 以主动消除方法来减少射频干
扰耦合到接收机内部. 分析了接收机干扰的传输路径, 提出了器件射频干扰的直接耦合系
数和器件射频干扰的系统耦合系数的概念, 为定位干扰敏感器件并量化干扰引入比重提
供了基础. 经过抗射频干扰优化后, 接收机抗干扰能力改善30 dB左右, 望远镜的天文观测
效率提高10%以上.
关键词 望远镜, 射频干扰, 仪器: 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 P16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1

射电天文研究来自宇宙天体辐射的微弱射电信号, 高灵敏接收机对其是至关重要
的设备. 然而, 接收机越灵敏, 越容易受到地球上人造射频信号的干扰. 射频干扰(RFI,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信号来源非常广泛, 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造成, 包括广
播、 电视、 调频无线电传输、 全球定位系统(GPS)、 手机、 雷达和飞机导航通讯等产
生的无线电信号[1] . 在观测到的天文数据中, 射频干扰可造成数据失真、假谱、甚至接
收机总功率饱和等方面的影响. 射电天文研究中射频干扰现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
代[2−3] , 随后, 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和科学家们发明了各种射频干扰消减方法并应用到
天文领域[4] . 射频干扰消减没有一个通用方法, 针对不同的望远镜类型、 观测模式和
射频干扰特性, 需要采用不同的射频干扰消减方法. Baan总结了包括主动改善电磁环
境的预防及后期针对天文数据处理的预检测、 后检测、 预相关、 后相关等方法[5]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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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Ford和Buch对射频干扰消减的分类方法[6] , 这里对射频干扰消减方法分为两大类: 主
动消减和被动消减方法. 能够避免射频干扰耦合到接收机系统的方法称为主动消减方
法, 当射频干扰耦合到系统后再进行干扰消减的方法称为被动消减方法. 射频干扰在接
收机链路中越早消减越好, 主动消减方法优于被动消减方法, 可以避免数据的损耗. 建
造于我国贵州的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以设置无线电宁静区, 建立监管设
施等方案保护天文台址无线电环境, 是主动消减方法. 当主动消减方法无法满足对射频
干扰消减要求时, 如位于新疆天山的“宇宙第一缕曙光”探测项目—21厘米射电望远镜阵
列(21CMA, 21 Centimeter Array), 根据射频干扰的特性进行识别、 判定, 通过数据加
权处理来消减射频干扰, 为被动消减方法[7] . 目前, 电磁环境越来越恶化, 国际电信联盟
为射电天文仅分配了非常有限的频谱资源, 射电望远镜遭受射频干扰已无法避免.
德令哈13.7 m望远镜隶属于紫金山天文台, 位于青藏高原, 是我国毫米波段唯一的
一台大型设备, 于2010年安装了“超导成像频谱仪” (SSAR, Superconducting Spectroscopic Array Receiver)—由紫金山天文台自主研发的多波束接收机. 超导成像频谱仪工
作在85–115 GHz频率范围, 可同步进行12 CO、 13 CO、 C18 O 3条分子谱线观测, 用于分
子云与恒星形成、恒星晚期演化、星际分子谱线巡天、超新星遗迹等领域的天文观测
研究[8] . 超导成像频谱仪采用边带分离型超导混频器, 接收机噪声温度低于60 K, 镜像
抑制比大于10 dB. 超导成像频谱仪有9个波束, 共用一个由数字频率综合器和频率倍频
器链路构成的本振信号源, 有18路中频输出[9] . 结合快速成图的观测模式(On-The-Fly
mapping), 安装超导成像频谱仪后与之前安装单波束双边带接收机时相比, 望远镜的观
测效率提高了52倍.
为了保护德令哈天文观测站的电磁环境, 在德令哈市政府的支持下, 建立了半
径26 km的电磁环境保护协调区. 然而, 随着观测站附近人类活动的增加, 手机业务扩展
引起的更多频段电磁辐射, 各种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普及引入的射频干扰等, 超导成像
频谱仪受到的射频干扰越来越严重, 由早期容易受到干扰的一个波束向多个波束扩展.
超导成像频谱仪工作在毫米波段, 通过超导混频器的混频后, 中频部分才能耦合射频干
扰信号, 因此, 我们可以采用主动消减方法, 通过改善接收机系统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解
决射频干扰问题. 在本文中, 我们分析了接收机干扰的传输路径, 提出了器件射频干扰
的直接耦合系数和器件射频干扰的系统耦合系数的概念, 量化了干扰敏感器件引入射频
干扰的比重, 针对干扰敏感器件进行电磁屏蔽优化, 最终改善接收机抗干扰能力30 dB
左右.

2
2.1

分析
超导成像频谱仪介绍及射频干扰现象

接收 机 系 统 分 前 端 和 后 端两部 分, 中 间 通过18根长约30 m的同轴电 缆(Coaxial
cable)连接. 单个像元的结构示意图见图1. 超导成像频谱仪9个像元共用一个本振(LO,
Local oscillator)信号, 通过功分器分配成18路信号供超导双边带混频器使用. 一个像元
包含一个边带分离混频器, 该混频器由一个射频混合电桥(RF hybrid bridge)、 两个性
能一致的超导双边带混频器(后文中简称为超导混频器—SIS mixer)和一个中频混合电
桥(IF hybrid bridge)构成, 将输入的毫米波段信号以上下边带的形式转换成两个中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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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分别对应上边带(USB, Upper sideband)输出端和下边带(LSB, Lower sideband)输
出 端. 位 于4 K冷 级 的 低 噪 声 放 大 器(LNA, Low noise ampliﬁer)有30 dB增 益, 其 后
的HBT放大器(HBT amp., Heterojunction bipolar transistor ampliﬁer)在50 K冷级上同
样有30 dB增益[10] . 这一部分器件工作在高真空、低温环境下的杜瓦内部, 属于接收机
的前端. 后端包含常温中频模块(Warm IF module)和快速傅立叶变换频谱仪(FFTS,
Fast Fourier transform spectrometer), 在常温环境下的室内工作. 常温中频模块将中频
的2.14–3.14 GHz带宽内信号截取出来转换成0–1 GHz带宽的基频信号供FFTS做实时数
字频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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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超导成像频谱仪单个像元的结构示意图. (b)单个常温中频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a) Schematic diagram of one element of SSAR. (b) Schematic diagram of a warm IF module

在多年的天文观测中, 在固定的频段上, 射频干扰谱经常出现, 影响着超导成像频谱
仪的性能和观测效率. 干扰谱出现的时间和周期并无规律, 持续时间也随机变化, 短时
不到1 s, 长时持续几分钟. 根据测试, 该干扰谱来自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无线局域网
络(WLAN)发射. 图2 (a)显示了在天文观测时频谱基线上出现的射频干扰谱, 干扰谱强
度达18 K左右, 在未做射频干扰甄别的情况下, 会误判为真实的天文信号. 图2 (b)显示,
当射频干扰达到足够强度时, 会造成基频输出的总功率基线起伏, 扭曲频谱基线, 此时的
天文观测数据无法正常使用. 经测试验证, 2.14–3.14 GHz带宽内大功率的射频干扰均会
对天文观测造成影响, 对天文谱线的可靠性、真实性提出了极大挑战, 对天文观测效率
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天文数据的接收和处理上,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计算资
源来消减射频干扰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第6像元, 最靠近杜瓦内部用于制冷的冷头, 该
位置区域的射频干扰分布能量大于其他像元位置区域的, 导致其对射频干扰最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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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边带产生的天文数据几乎无法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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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射频干扰在基频上产生的假谱. (b)天文观测时, 高强度的射频干扰对基频端的总功率线造成严重起伏

Fig. 2 (a) A pseudo spectrum by the RFI in base band. (b) A strong RFI causes serious ﬂuctuations on
the total power line of base band port during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2.2

器件射频干扰量化方法及干扰路径分析

对于一个包含多个器件, 拥有多级功率放大器件的接收机系统, 射频干扰可以从不
同位置、不同器件耦合到系统内. 假设一个强度为P0 的射频干扰, 经系统内一个器件耦
合到系统, 直接耦合到该器件的干扰信号强度为Pin ; 该干扰信号再经过系统内部功率放
大和衰减, 在基频输出端功率为Pout . 定义器件射频干扰的直接耦合系数ηD ,
ηD = Pin /P0 .

(1)

定义器件射频干扰的系统耦合系数ηS ,
ηS = Pout /P0 = GηD ,

(2)

其中, G是耦合射频干扰的器件到基频输出端的功率增益. 从以上两式可以得知, ηD 是器
件对自身射频干扰的引入能力的衡量参数, ηS 是器件对系统射频干扰的引入能力的衡量
参数. 对一个固定的接收机系统, 如果在输出端增加一级放大器, 系统内部器件的ηD 保
持不变, ηS 则会相应改变. 从应用上来说, ηD 用于衡量不同系统间或者不同器件间的射
频干扰引入能力; ηS 用于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系统下, 量化内部不同器件对系统的射频干
扰的引入能力. 当我们不知道系统内部的增益时, 无法通过输出端干扰信号的强度值来
直接判断系统电磁屏蔽性能的好坏. 对于固定的接收机系统, 测量器件的ηS , 就可以量化
器件对系统的射频干扰引入量, 最终找到系统引入射频干扰的敏感点.
参考图1单个像元的结构示意图, 超导混频器的输入端信号和本振信号工作在毫米
波段, 以波导进行信号传输, 目前, 这一波段的人为干扰信号极小. 由于波导的低频截止
特性, 低于10 GHz的射频干扰信号无法从这两个端口耦合到系统内. 因此, 结合射频干
扰的频率, 可以判断射频干扰是从超导混频器的中频端口及之后的接收机链路耦合到系
统内的. 耦合射频干扰的器件有: 超导混频器、中频混合电桥、低噪声放大器、HBT放
大器、约30 m长的同轴电缆和常温中频模块. 从干扰传输路径上分析, 这6个器件耦合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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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干扰后, 均可独立地传输到系统基频输出端, 是并行传输的, 因此每个器件均需要保
证有良好的电磁屏蔽特性. 对于杜瓦内部的器件而言, 杜瓦等于是增加了一层电磁屏蔽,
射频干扰耦合到杜瓦内部后, 再耦合到杜瓦内的器件内. 杜瓦干扰耦合和器件干扰耦合
从路径上分析是串行传输的, 如果能将杜瓦的电磁屏蔽做到理想化, 则可以阻断杜瓦内
器件的射频干扰引入. 然而, 杜瓦对干扰的引入是由杜瓦窗口和杜瓦壁上的偏置线并行
引入的, 我们可以对偏置线采取相应的抗射频干扰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杜瓦的电磁
屏蔽特性. 杜瓦窗口是宇宙天体辐射信号的必经路径, 很难对这一部分引入的射频干扰
进行阻断. 因此, 仅通过加强杜瓦偏置线部分的电磁屏蔽来改善接收机的抗干扰能力效
果十分有限, 杜瓦内部器件仍需加强自身的电磁屏蔽特性.
对超导成像频谱仪可引入射频干扰的6个器件的ηS 进行定性分析, 器件到系统基
频输出端的增益是一个关键因素, 而低噪声放大器和HBT放大器在杜瓦前端, 均有
约30 dB的增益, 相对接收机的后端器件, 前端器件到系统的输出端拥有更高的增益, 这
将会大大增加前端器件的ηS , 因此, 前端器件是系统内引入射频干扰的重要器件.
对超导成像频谱仪6个器件的ηS 进行准确测量, 可以确定接收机的抗射频干扰薄弱
点, 定位干扰敏感器件, 是改善接收机抗射频干扰能力的关键和基础.

3

干扰敏感器件定位

我们在实验室搭建了超导成像频谱仪单波束系统, 对接收机内部器件的ηS 进行
测量. 由Rohde & Schwarz公司生产的SML03型号的频率综合器通过1 m长同轴电缆
接Aaronia公司生产的OmniLOG 70600型号的全向天线实现射频干扰的模拟发射, 距
离接收机系统约4 m远. 射频干扰信号频率设置为2.24 GHz, 对应的基频输出端频率
是900 MHz, 偏离正在观测的天文谱线频率, 减少干扰对天文观测的影响. 射频干扰信号
功率设置为13 dBm. 该单波束超导接收机系统, 使用的器件是与超导成像频谱仪器件性
能一致的备份件, 以确保测试的结果与超导成像频谱仪器件的实际结果基本一致. 前端
和后端之间连接的同轴电缆由30 m长改为1 m长, 便于测试, 同轴电缆拥有良好的电磁
屏蔽特性, 且该同轴电缆位于两级放大器之后, 其长度改变并不会影响其他器件测量的
结果. 系统的输出端接Agilent公司生产的E4407B型号频谱仪, 用于检测射频干扰信号的
强度.
测试时, 考虑到待测器件需要多次在实验杜瓦内安装和拆卸, 如果在低温下测试将
非常耗时且更消耗能源, 我们决定在常温下进行相应的测量. 通过调整低噪声放大器的
偏置电压, 将其常温下的增益调整到约30 dB, HBT放大器在常温下增益约20 dB, 连接
后端的1 m长同轴电缆衰减可以忽略(原30 m长同轴电缆衰减约10 dB), 与超导成像频谱
仪相比, 接收机系统增益基本一致. 在常温下, 器件的电磁屏蔽特性基本没有变化. 因
此, 在常温下进行测试, 可以基本准确地反映出超导成像频谱仪工作状态下器件射频干
扰引入比重. 如果要完全准确地测量, 将会极大地消耗正常天文观测时间, 同时与这里的
实验室测试并不会有大的差异.
图3为测试相对应系统下内部器件总ηS 的示意图及杜瓦内器件实物连接图. 图3
(a)的测试示意图中, 频谱仪可测量到输出端的射频干扰信号强度, 与发射时强度相比,
可得到该测试系统的ηS (不含中频混合电桥的另5个器件总的ηS ), 杜瓦内部的器件实物

24-5

60 卷

天

文

学

报

3期

连接见图3 (b). 当将超导混频器更换为中频混合电桥, 测量到相应系统的ηS , 如图3 (c).
将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接匹配负载时, 如此递减器件, 当最后在中频模块的输入端接匹
配负载时, 得到中频模块的ηS , 见图3 (d). 由之前分析可知, 接收机系统6个器件干扰传
输路径是并行的, 系统总的ηS 是由6个器件各自的ηS 相加得到, 根据上面测试结果进行简
单处理, 便可得到每一个器件独立的ηS .
Vacuum window

Antenna

4m distance
2SB mixer

Coaxial
cable

Spectrum
analyzer

LNA1

LNA2

HBT
amp.1

HBT
amp.2

Bias
cables

Signal
generator

Warm
IF
Experimental dewar
(a)

LNAs

LNAs
LNAs
SIS mixer

HBT
amplifers
(b)

IF hybrid
bridge

HBT
amplifers
(c)

HBT
amplifers
(d)

图 3 (a)在实验杜瓦内搭建的射频干扰测试示意图. (b)图(a)中杜瓦内部器件实物连接图. 中频混合电桥衰减接近
于0 dB, 可以忽略, 此时系统下超导混频器的ηS 与超导成像频谱仪完整系统下超导混频器的ηS 基本一致. (c)中频混合电
桥输入端接匹配负载, 系统不含超导混频器. (d)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接匹配负载, 系统不含超导混频器和中频混合电桥
Fig. 3 (a)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ewar used for the RFI measurement. (b) The
physical connection diagram of dewar internal devices in Fig.(a). The attenuation of IF hybrid bridge is
close to 0 dB, which can be neglected. The ηS of SIS mixer in this system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ηS
of SIS mixer in the whole SSAR system. (c) The input of IF hybrid bridge is connected with a matching
load, and the system does not contain the SIS mixer. (d) The input of LNAs is connected with a
matching load, and the system does not contain the SIS mixer and IF hybrid bridge

将接收机系统总的ηS 归一化, 计算出每个器件的ηS 占系统总ηS 的比重分布见图4. 中
频混合电桥的贡献比重高达95.0%, 其引入的射频干扰是系统干扰的最主要成份, 中频混
合电桥是最严重的干扰敏感器件. 超导混频器引入的射频干扰贡献占比4.9%, 其他所有
器件贡献占比0.1%. 由于中频混合电桥的干扰引入比重远大于超导混频器, 在图3 (a)和
图3 (b)的测试系统中, 将中频混合电桥这个最大干扰敏感器件取下, 才可以准确测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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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混频器的ηS .

IF hybrid bridge:95.0%
SIS mixer:4.9%
Other devices:0.1%

图4
Fig. 4

接收机系统内部器件射频干扰引入量的比重图

The contribution of RFI introduced by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in the receiver system

至此, 我们对接收机系统的干扰敏感器件完成了定位, 下一步完成对中频混合电
桥和超导混频器的电磁屏蔽的优化改善工作, 预期可以提高接收机系统抗射频干扰能
力29 dB左右.

4
4.1

改进措施及成果
中频混合电桥抗射频干扰能力的改善

中频混合电桥是超导成像频谱仪实现边带分离功能的重要器件, 它位于低噪声放大
器之前, 从该器件引入的射频干扰, 到达基频输出端时, 将被放大95 dB. 因此, 微弱的射
频干扰也会在频谱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频混合电桥是一个无源器件, 没有偏置线, 射
频干扰首先耦合到杜瓦内部, 再耦合到器件内. 通过对杜瓦偏置线采取严格的抗干扰处
理后, 虽然可以部分减少中频混合电桥引入的射频干扰, 但最终仍是要提高中频混合电
桥自身的电磁屏蔽特性.
在超导成像频谱仪研发设计阶段, 缺乏抗射频干扰方面的考量, 导致了中频混合电
桥成为最为严重的干扰敏感器件. 旧的中频混合电桥采用Anaren Microwave的1B0266-3
型号的嵌入式芯片为基础, 外围以带状线进行扩展, 输入输出端以SMA (Sub Miniature
version A)接头封装, 外壳为铝制的金属盒. 如图5 (a)所示, 印制电路(PCB)板占据了金
属盒内部的所有空间, 导致了封装结构的不合理性. 图5 (b)中, 当上盖板固定到金属盒
主体时, 上盖板只有部分金属面可以压固到PCB板上, 中间部分有很大的剩余空间, 导
致电磁场在内部自由辐射, 很难得到束缚. PCB板面积过大, 用于固定的安装螺丝孔过
多并穿过PCB板, 破环了电路的整体性、恶化了传输特性、增加了空间电磁辐射能力,
引入的金属盒表面缝隙严重破环电桥的电磁屏蔽特性. 图5 (d)中, 盖板间留存的缝隙,
也会对电磁屏蔽特性造成负面影响.
为了解决旧的中频混合电桥存在的以上问题, 我们重新设计了电路和金属封装盒.
如图6所示, 新的中频混合电桥以带状线为基础, 不再采用嵌入式芯片, 以上下两层带状
线的空间耦合实现电桥在功率分配及相位转移方面的特性. 新的PCB板仅占金属盒内
部空间一半左右, 上盖板可以紧密地固定到金属盒主体上, 安装固定的螺丝孔基本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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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金属盒上, 不会破环PCB板. 金属片紧密牢固地贴紧介质层, 不会留下自由空间, 电
磁场被规则地束缚在金属盒内部. 图6 (c)中, 可以看到, 由于金属片的存在和金属面板
整面紧密接触, 上盖板在装配到盒主体上时, 缝隙将会非常小, 留下的缝隙并不会将内部
的电磁场辐射出来. 这将极大地改善新电桥在电磁屏蔽方面的特性.
Cover plate

Block body

Mounting holes

PCB board
Chip
(a)

Gap
Free
space

Mounting
holes

(b)

(c)

(d)

图 5 (a)旧中频混合电桥内部结构和盖板图, PCB板完全覆盖了金属盒的内部. (b)金属盒主体和盖板间存在的自由空间.
(c)金属盒背面的安装螺纹孔. (d)装后的金属盒表面缝隙
Fig. 5 (a)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cover plate of the old IF hybrid bridge, the PCB board
completely occupies the inside of the metal block. (b) The free space in the middle portion between the
metal block and the cover plate. (c) The mounting holes in the back of the metal block. (d) The surface
gap of the encapsulated metal block

基于互易定理, 通过测试新旧电桥的电磁辐射能力, 我们可以得到新旧电桥的电磁
屏蔽特性, 来确定新中频混合电桥的电磁屏蔽特性改善度. 为确保测试的准确性, 并避
免测试对望远镜正常工作的影响, 整个测试在电磁屏蔽室内完成. 如图7所示, 在电桥的
一个输入端口接一个频率2.4 GHz、 功率10 dBm的信号, 电桥的另外3个端口接匹配负
载. 电桥由接输入端的同轴电缆悬置在空中, 以避免电桥周围存在的障碍物引起电磁遮
挡和散射. 我们采用Aaronia公司PBH3型号的磁场探头对电桥表面的4个固定位置的电
磁辐射信号进行测量, 磁场探头后接放大器和频谱分析仪, 读取信号强度. 通过多次测
试和比较, 新中频混合电桥在电磁屏蔽特性上比旧中频混合电桥改善了约24 dB, 具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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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见图7 (b). 图7 (b)横轴代表4个位置, 纵轴是接收到的信号强度, 虚线是旧中频混合电
桥辐射信号强度测试结果, 其信号强度远远高于新中频混合电桥辐射信号强度(实线测
试结果). 测试时超导成像频谱仪正在进行天文观测, 旧电桥采用的是超导成像频谱仪系
统内电桥性能一致的备份件, 旧电桥备份件数量较少, 因此测试曲线数少于新电桥的测
试曲线数.

(a)

Stripline

(b)

(c)

图 6 (a)新中频混合电桥的构造图, 从左到右顺序安装(盒主体、金属片、下介质层、带状线层、上介质层、金属片、盖
板). (b)由上下两层带状线相互耦合实现混合电桥功能的带状线层. (c)在装配时, 盒主体和盖板可以紧密地匹配在一起
Fig. 6 (a)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new hybrid bridge, the block is installed from left to right in
order (block body, metal sheet, lower dielectric layer, stripline layer, upper dielectric layer, metal sheet,
and cover plate). (b) The upper and lower stripline layers are coupled to each other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hybrid bridge. (c) In assembly, the block body and the cover plate can be closely matched

在严格的测试后, 我们确认新中频混合电桥在传输性能上优于旧中频混合电桥, 在
电磁屏蔽特性上有很大的改善, 可以被安装到超导成像频谱仪系统中, 用于天文观测.
4.2

超导混频器抗射频干扰能力的改善

超导混频器是对天文信号的第1级处理器件, 是接收机系统最重要的器件. 尽管其
干扰引入比重仅占4.9%, 远低于中频混合电桥引入的干扰比重, 但仍是不可忽略的. 当
中频混合电桥的电磁屏蔽特性得到改善后, 接收机的抗射频干扰能力可提高约13 dB, 此
时, 超导混频器的干扰引入量将是接收机系统干扰引入的最大量. 进一步提高接收机系
统抗射频干扰能力, 必须改善超导混频器的电磁屏蔽特性.
对超导混频器而言, 其射频干扰信号的引入路径必来源于偏置供电线和中频输出端
口. 图8 (a)是超导混频器的内部结构图, 偏置供电线和中频输出端均集成在Bias-T板上.
图8 (b)是抗射频干扰性能改善前后的新旧Bias-T板. Bias-T板是一个3端口器件, 集成
了混频器的直流偏置供电和中频信号输出, 具有直流端和微波信号端隔离、偏置电压准
确测量和超导结保护等功能. 端口1是直流供电输入端, 端口2是中频信号的输出端, 端
口3是直流供电输出及中频信号的输入端. 新Bias-T板在旧Bias-T板上进行抗射频干扰
性能的改进. 措施包括: 通过降低PCB板的介质层厚度, 减少电磁信号在PCB板上的辐

24-9

60 卷

天

文

学

报

3期

射空间; 在直流供电输入端新增加一个π型低通滤波器, 强化偏置线端口对射频干扰信号
的滤波能力; 采用集中电感替代1/4波长谐振器, 增加了直流信号与微波信号合成接头处
的滤波能力. 最终, 强化了端口1和端口2的隔离度, 提高了Bias-T板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Input port
for signal

Received power /dBm

−45

Magnetic
field probe

−50
−55
Old IF hybrid bridges
New IF hybrid bridges

−60
−65
−70
−75
−80

Signal
generator

1

2

3

4

Position
(b)

(a)

图 7 (a)中频混合电桥的电磁屏蔽测试图. 电桥被同轴电缆线悬置在空中, 通过磁场探头来测试中频混合电桥表面的辐射
信号强度. (b)新旧中频混合电桥表面4个位置的多次电磁辐射信号强度对比结果图, 结果显示新中频混合电桥的电磁屏蔽
优于旧中频混合电桥的24 dB左右
Fig. 7 (a) The measurement diagram of the IF hybrid bridge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The hybrid
bridge is suspended by the coaxial cable, and the radiation signals on the surface of IF hybrid bridge are
measured by a magnetic ﬁeld probe. (b) The intensity comparing results of multipl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signals at four locations on the surface of new and old IF hybrid brid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of the new IF hybrid bridg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ld bridge about
24 dB

Port 3

Port 1
(a)

Port 2

(b)

图 8 (a)超导混频器内部结构及Bias-T板的安装位置. (b)上面是旧Bias-T板, 下面是抗射频干扰性能改善后的
新Bias-T板
Fig. 8 (a)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IS mixer and the installation position of Bias-T board. (b) The
above Bias-T boards are old ones, and the following Bias-T boards are the new designs which has been
improved at the anti-RFI performance

将新Bias-T板安装到超导混频器后, 按照第3节中的方法重新测量了超导混频器在
系统中的ηS , 较装了旧Bias-T板的超导混频器的ηS 减少了18 dB左右. 新Bias-T板的改进
极大地改善了超导混频器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4.3

杜瓦电磁屏蔽性能的改善
根据上面干扰传输路径的分析: 中频混合电桥和超导混频器均工作在杜瓦内, 杜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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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性能的改善可以减少中频混合电桥和超导混频器的干扰引入. 阻断杜瓦偏置线
引入干扰的路径, 能够部分地改善杜瓦的电磁屏蔽性能. 杜瓦有11个接头、164根偏置供
电和温度监视线. 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将杜瓦壁上的转接头更换为滤波接头; 在
偏置线上增加滤波电容, 并对偏置线屏蔽层在接头处进行360◦ 环接; 将接头缝隙的非金
属部分进一步进行金属化密封. 最大可能地改善杜瓦屏蔽性能, 从而进一步改善接收机
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4.4

超导成像频谱仪抗射频干扰能力的改善结果

超导成像频谱仪于2011年开始进行正式的天文观测, 每年夏季进行维护、器件优化
和升级改造. 在2017年的夏季维护期间, 针对受射频干扰影响最严重的第6像元, 将其内
部的超导混频器的Bias-T板改换为改进后的Bias-T板. 经过1 yr的天文观测, 第6像元的
射频干扰并没有明显改善, 仍是受射频干扰影响最严重的. 这完全可以理解, 超导混频器
抗干扰改善仅能解决接收机系统4.9%的干扰量.
在2018年的夏季维护期间, 做了如下抗射频干扰改进. 针对第6像元, 在超导混频器
更换了新Bias-T板基础上, 将新中频混合电桥应用到系统内. 对第3像元, 将新Bias-T板
和新中频混合电桥更换到系统内使用. 由于Bias-T板的更换, 会影响到超导混频器内部
超导结的绑线, 夏季维护的时间不足以更换更多的Bias-T板, 因此, 其他像元的Bias-T板
未做更换. 对第8和9像元, 我们只更换了中频混合电桥. 其他像元未做改变. 除此以外,
杜瓦电磁屏蔽的改善也是这一期间完成的.
在2018年夏季维护的前后, 在望远镜正常工作的状态下, 我们通过人为设置射频干
扰源, 测试了接收机在抗射频干扰处理后的改善结果. 在望远镜附近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发射一个0 dBm的2.4 GHz射频干扰, 将望远镜指向不同的方位和俯仰的位置, 多次测量
基频输出端的干扰信号强度. 前后两次测试时, 接收机系统保持一致, 接收机增益基本
不变. 通过两次测量到的干扰信号强度对比, 我们得到了接收机系统在抗射频干扰优化
后的改善结果.
对内部器件没有变化的第1、2、4、5、7像元来说, 经过多次平均比较, 后次测量到
的射频干扰信号强度平均减少了2.2 dB左右, 这是杜瓦电磁屏蔽改善的结果, 通过计算
得到, 杜瓦窗口耦合到杜瓦内部的干扰量占总的耦合进入杜瓦的干扰量的60%, 仍然存
在. 对第8和9像元, 测量到的射频干扰信号强度分别小了17和21.2 dB. 对第3和6像元, 测
量到的射频干扰信号强度分别小了26.4和36.7 dB.
图9 (a)和图9 (b)是第6和9像元的数据结果, 显示的是接收机系统抗射频干扰改善值
随望远镜方位俯仰位置的变化. 中频混合电桥在表面不同的位置其耦合干扰的能力是不
完全一致的, 可根据图7看出. 同样原因, 在不同望远镜位置上, 超导混频器和中频混合
电桥射频干扰耦合能力是不一致的, 因此, 不同位置上的射频干扰改善值的波动是正常
的. 图9 (a)中, 方位120◦、俯仰70◦ 的位置, 抗干扰的改善值是11 dB, 并不意味着在该位
置, 新中频混合电桥的抗干扰能力差, 实际上在该位置上, 旧中频混合电桥耦合的射频干
扰也比较小. 将所有测试位置上的抗射频干扰改善度进行平均, 得到超导成像频谱仪抗
射频干扰的改善结果, 是可信的. 图9 (c)中, 同样的射频干扰, 在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
前后, 出现在第6像元上谱线对比图. 改善前, 干扰信号高于基线16 dB, 改善后, 干扰信
号叠加到基线上的突起非常小, 干扰信号强度远小于基线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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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第9像元接收机下边带系统抗射频干扰改善值随天线指向不同位置的变化图. 该像元更换了改进后的新中频混合
电桥. (b)第6像元接收机系统抗射频干扰改善值随天线指向不同位置的变化图. 该像元更换了改进后的新中频混合电桥和
安装了新Bias-T后的超导混频器. (c)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前后, 相同的射频干扰在第6 像元下边带系统的基频输出端
测试到的干扰信号谱线对比图
Fig. 9 (a) The anti-RFI improvement of the No.9 beam receiver’s LSB system with antenna pointing at
diﬀerent positions. This beam has been equipped with the improved new IF hybrid bridge. (b) The
anti-RFI improvement of No.6 beam receiver system with antenna pointing at diﬀerent positions. This
beam has been equipped with the improved new IF hybrid bridge and SIS mixer with the new Bias-T. (c)
The interference signal spectra measured on the same RFI at the base band port of the No.6 beam’s LSB
system a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RFI improvement of receiver

图10是在望远镜附近发射射频干扰源时, 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前后9个像元接收
到的射频干扰信号的强度对比图. 图10 (a)可以明显的看出, 第6像元下边带接收到的干
扰信号强度明显大于其他像元, 第9像元的强度也相对较强. 经过抗射频干扰改善后, 从
图10 (b)可以看出, 第4、5像元接收到的射频干扰信号高于基线10 dB以上, 第3、6、8像
元的射频干扰信号基本看不到, 第9像元的射频干扰信号也显著变小, 在之后第9像元的
超导混频器采用抗干扰改善后的Bias-T板后, 可以预计该像元的射频干扰信号会进一步
减小. 在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后的天文观测中, 未做改变的部分像元(如第4像元)仍会
出现射频干扰, 而第3、 6像元不再出现射频干扰. 在2019年的夏季维护中, 我们计划对
超导成像频谱仪的所有像元进行抗射频干扰处理. 可以确信, 经改进后, 超导成像频谱
仪抗射频干扰能力平均提高30 dB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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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a)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前, 9个像元接收到的射频干扰信号谱线对比. (b)接收机抗射频干扰改善后, 9个像元接
收到的射频干扰信号谱线对比
Fig. 10 (a) The RFI signal spectra comparison of 9 beams before the receiver anti-RFI improvement. (b)
The RFI signal spectra comparison of 9 beams after the receiver anti-RFI improvement

5

结论

对射电天文台站来说, 射频干扰问题永远存在, 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 在解决完当
前出现的射频干扰问题时, 随着天文观测台站观测频段的增加, 天文观测设备和辅助测
试设备的增加, 中频带宽的延伸, 更多智能设备使用等, 新的射频干扰问题仍会出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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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采用相似的处理措施或者探求新的解决方案. 因此, 观测站址电磁环境的监测和
保护是一项重要和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为做好观测站区电磁环境保护和进一步提高望远镜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我们仍需做
以下工作: 对观测站旧有的和新引入的设备和器件进行电磁辐射频段的测量, 对辐射比
较强的仪器进行屏蔽处理; 建立电磁环境实时监测系统和干扰源定位系统, 对不明干扰
源进行定位和处理; 加强观测站附近单位和住户的沟通, 应用好电磁环境保护协调区的
功能, 减少周边的电磁干扰辐射.
射频干扰的消减方法非常多, 针对毫米波望远镜下中频系统引入的射频干扰问题,
这里给出了一种有针对性提高接收机抗干扰能力的方法. 该方法以理论分析为基础, 对
准确定位干扰敏感器件有详细的测试方案, 在提高接收机抗射频干扰能力上有很好的实
测结果. 应用该方法, 可以进一步增强接收机抗射频干扰能力, 在出现新的射频干扰问题
时, 也可应用该方法进行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 在接收机设计之初, 使用该方法, 可评估
接收机的抗射频干扰能力和优化干扰敏感器件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致谢 感谢成都欧力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刘承琰在新中频混合电桥设计时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安涛, 陈骁, Mohan P, 等. 天文学报, 2017, 58: 20
[2] Pankonin V, Price R M. ITElC, 1981, 23: 308
[3] Waterman P J. ITElC, 1984, 26: 29
[4] Fridman P A, Baan W A. A&A, 2001, 378: 327
[5] Baan W A. 2011 XXXth URSI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ﬁc Symposium. Istanbul: IEEE, 2011: 1
[6] Ford J M, Buch K D. 2014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Quebec: IEEE, 2014:
231
[7] Huang Y, Wu X P, Zheng Q, et al. RAA, 2016, 16: 135
[8] Yang J, Shan W L, Shi S C, et al. 2008 Global Symposium on Millimeter Waves. Nanjing: IEEE,
2008: 177
[9] Shan W L, Yang J, Shi S C, et al. ITTST, 2012, 2: 593
[10] Cao A Q, Liu K, Chen S H, et al.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wave and Millimeter Wave
Technology. Nanjing: IEEE, 2008: 237

24-14

60 卷

李振强等: 德令哈13.7 m望远镜接收机抗射频干扰研究

3期

Research on Receiver Anti-RFI of Delingha 13.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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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the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RFI) will
cause pseudo spectra and reduc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bservational data. The
RFI mitigation which includes many technical means of devices and methods of data
processing aims at reducing the inﬂuence of RFI on radio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Various eﬀort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 anti-RFI capability of the multibeam receiver
(Superconducting Spectroscopic Array Receiver, SSAR) of Delingha 13.7 m telescope.
The interference transmission path was analyzed. The concepts of device RFI direct coupling coeﬃcient and device RFI system coupling coeﬃcient are proposed. The
proportions of interference introduced in receiver system by devices were quantiﬁed,
and the interference-susceptible devices in the system were located. After the anti-RFI
treatment of the interference-susceptible devices, the anti-RFI capability of the receiver
system is improved by 30 dB in average, and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eﬃciency of
the telescope i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0%.
Key words telescopes,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instrumentation: 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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