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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波光電子學(Microwave Photonics)在過去十年中吸引相當多的學術研

究和產業研發 [1]，其中一個重要的驅動力量在於利用光纖通訊技術來傳遞微

波訊號的需求大幅增加 [2]。在此一微波光纖傳輸(Radio-Over-Fiber, RoF)系
統中，中央處理機房與遠端的基地台間，藉由光纖中的光波來傳輸載有訊號
的微波。遠端的基地台則利用光偵測器將微波擷取出來，並利用無線的方式
將訊號傳遞至最終接收者。RoF的優勢在於將昂貴的設備集中在中央處理機
房，以降低硬體、維修與管理的成本，同時亦可有效的將微波訊號傳輸至遠
端。然而，由於光訊號的雙旁模(Double Sideband, DSB)特性，大多數的

RoF系統非常容易受到光纖色散的影響而導致微波功率的衰減，進而影響無

線部分的傳輸 [3]。這個問題可以利用單旁模(Single Sideband, SSB)調變的方式來改善，因此有許多SSB

光源系統被研發出來，例如外插式雙雷射系統、SSB電光調變雷射系統、多區段雷射系統、濾波式直接調

變雷射系統。然而，這些SSB光源系統通常在微波的穩定性、光波的效能或微波頻率的可調性上有著相當
程度的不足。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一個遭受外部光注入的半導體雷射系統研發成一個具有上述特性的SSB光

源。

圖 1. 系統裝置的簡要架構。ML:主雷射; SL:副雷射; OI:光隔離器; M:鏡子; BS:分光鏡; F:光纖; PD:光偵測
器; PSA:微波頻譜分析儀; OSA:光波頻譜分析儀。

圖1為此一雷射系統的簡要架構。主雷射(ML)的輸出光注入到一個單模的副雷射(SL)，接著將副雷射的輸
出光送到一個檢測系統，以監測其光波和微波的頻譜。注入到副雷射的光將誘發出副雷射的非線性動態，
使其進入週期一振盪(Period-One Oscillation) [4]。這樣的一個振盪使得副雷射的輸出光載有一個微波調
變，因此形成一個可以產生微波訊號的雷射系統。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微波頻率不但可調，而且可調的範圍
遠大於原副雷射的調變頻寬。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這個系統可以產生一個頻率大於六倍副雷射鬆弛振盪
頻率(Relaxation Oscillation Frequency)的微波訊號，相當於60 GHz。因此，這個系統不需要光能量損耗
大的外部調變器來產生微波訊號。此外，所產生的微波訊號可藉由微波鎖頻的方法來穩定之。同時，藉由
注入條件的調整，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光訊號可以近似SSB，以消除光纖色散所造成的功率衰減。根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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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顯示，這個處於週期一振盪的光注入半導體雷射是應用於RoF系統中一個理想的選擇。
圖2呈現兩個在不同注入條件下所形成之週期一振盪的光譜，兩者的主雷射光頻 fi 皆設定為高於副雷射光

頻20 GHz，但其注入光的強度 ξi 並不相同。兩者的光譜由出現在光頻 fi 的再生注入光，以及等頻率相隔

的許多旁模所組成，而該頻率即為光波上的微波調變頻率，或稱作週期一振盪頻率 f0 。然而，這些組成成

分的相對光強度以及 f0 會隨著注入光強度的改變而改變。如圖2(a)所示，當 ξi = 0.065時，該週期一振盪

的主要訊號出現在(fi - f0)處，而 f0大約為20 GHz。同時，在這個主要訊號的兩旁(fi - 2f0)和fi處各出現一個

光強度相近的訊號。因為這兩個旁模的光強度差大約在3dB左右，所以這個週期一振盪可被視為一近似

DSB的光訊號。然而當ξi = 0.268時(如圖2(b)所示)，這個週期一振盪的主要訊號卻出現在注入光的光頻fi

處，而且f0 變成30 GHz。同時，在這個主要訊號的兩旁(fi - f0)及(fi + f0)處亦各出現一個訊號，然而兩者

的光強度卻相差21 dB之多。這樣一個光強度極不對稱的特徵非常近似SSB，因此這個週期一振盪非常適合
應用於低微波功率衰減的RoF系統。因此，隨著注入條件的不同，處於週期一振盪的光注入雷射系統將可
以產生DSB或SSB特徵的光輸出，同時產生不同的週期一振盪頻率f0。為此，我們將在下面的討論中分析
這個雷射系統最佳的光注入條件。

圖2. 兩個在不同注入條件下所形成之週期一振盪的光譜。(a) DSB週期一振盪，(ξi, fi) = (0.065, 20:
GHz)，(b) SSB週期一振盪，(ξi, fi) = (0.268, 20:GHz)。橫軸上的讀值是相對副雷射光頻的頻率值。
圖3呈現f0隨不同的ξi和fi而改變的等高線圖。由圖中可以得知，週期一振盪在穩定鎖住區中沿著Hopf分歧
線的上方佔有一非常大的區域。同時，在整個週期一振盪區內都呈現出f0隨著注入強度ξi的增加而增加。

我們發現這個系統可以產生一個約為60 GHz的微波訊號，相當於六倍的副雷射鬆弛振盪頻率。頻率更高的
微波訊號可藉由增加fi值來達成，而最大的f0值將取決於雷射Free Spectral Range。就邊射型雷射而言，

Free Spectral Range一般為數百個GHz。其實在這個系統中，我們已經在實驗上觀察到高於100GHz的週
期一振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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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週期一振盪頻率f0 (左圖)和Sideband Rejection Ratio R (右圖)的等高線圖。
由圖2我們可以發現，週期一振盪主要由一個處於(fi - f0)的中心載波及其兩旁位於(fi - 2f0)和fi的訊號所構

成，其他頻率成分的光強度則相對微弱很多，因此對系統的影響是微弱到可以被忽略。取決於(fi - 2f0)和fi

這兩個訊號的相對光強度，我們發現這個系統所產生的SSB訊號將只由位於(fi - f0)和fi的兩個頻率成分所組

成，而DSB的訊號將會由位於(fi - f0)的主要訊號以及兩個分別位於(fi -2 f0)和fi且光強度相同的旁模所構
成。因此，我們可以利用Sideband Rejection Ratio (R)來描述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光訊號與SSB的相似程

度，而這個R值在此定義為fi和(fi - 2f0)這兩個訊號的光強度比值。圖3呈現R隨不同的ξi和fi而改變的等高線

圖。沿著0-dB等高線，我們發現週期一振盪的光訊號特徵為DSB。但當注入條件離0-dB等高線越遠，我們
則發現有越來越多趨向SSB特徵的週期一振盪。在Hopf分歧線的附近, 我們可以輕易找到fi比(fi - 2f0)大

20dB的週期一振盪，這樣的光訊號特徵在實用上已經可以當成是SSB。因此，為降低因光纖色散而導致的
微波功率衰減，我們可以將此雷射系統操作在這個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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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不同週期一振盪於光纖中傳播後的最大微波功率衰減量。
圖4呈現不同週期一振盪於光纖中傳播後的最大微波功率衰減量。我們發現在Hopf分歧線上方的區域，微
波功率衰減的程度較小，與我們在圖3中所觀察到的SSB區域相吻合。綜合圖3與圖4的結果，我們發現如

果3 dB是可以被容忍的最大微波功率衰減量，週期一振盪頻率f0可以在相當大的範圍內(22至62 GHz)作調

整。因此，對於在RoF的應用上，適當注入條件下的週期一振盪將會是一個降低微波功率衰減量的理想方
法。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應用處於週期一振盪的光注入半導體雷射於RoF系統，並分析該雷射系統的相關特
性。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微波頻率不但可調，而且可調的範圍比原雷射的鬆弛振盪頻率大六倍。此外，在這
可調的範圍內，不但微波的輸出功率幾乎保持不變，同時光訊號的特徵近似SSB。因此，就算發生最嚴重
的微波功率衰減情況，仍有相當大的範圍來調整週期一振盪的頻率，並保持相近的微波功率。我們的研究
結果顯示，處於週期一振盪的光注入半導體雷射是一個相當適合應用於經由光纖來傳輸微波訊號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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