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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氦离子注入边缘终端的1.7kV垂直氮化镓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1.7-kV Vertical GaN-on-GaN Schottky Barrier Diodes With
Helium-Implanted Edge Termination
本文首次演示了具有氦(He)注入边缘终端(ET)结构的高性能垂直氮化镓(GaN)-氮化镓上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s)。 由于注入He的ET结构的特点，肖特基接触金属边缘下的峰
值电场拥挤效应显著降低，从而提高了二极管的击穿电压V BR。 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
He注入ET结构的器件的V BR从862 V提高到1725 V，其导通电阻为5.1 mΩ•cm2，导通电
压VON为0.63 V。 在VON <0.7 V的条件下，采用He注入ET结构的垂直GaN SBDs具有迄今
为止报道的最高的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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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tegrations公司提高电动汽车效率

BYD has stopped production of fuel vehicles since March 2022
Deep-Ultraviolet Micro-LEDs Exhibiting High Output Power and
High Modulation Bandwidth Simultaneously
Cation Disorder Engineering Shows Potential Of AgBiS2 Solar Cells
Enkris Releases Full Color GaN Series® and break the 300mm barrier
Semikron And Danfoss Silicon Power Announce Merger
Power Integrations Boosts EV Efﬁ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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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话 | Editor's Note

窄带隙半导体材料之锑化镓
在第三代半导体的基点上，现今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往更宽的带隙发展，就
是超宽禁带半导体，如氧化镓、氮化铝等 ；另一条是往更窄的带隙发展，就是窄带隙
半导体，如锑化镓（GaSb）、锑化铟等。因 GaSb 的研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0 年
代，故时下有些人将 GaSb 冠以“第四代”半导体之名就有些名不符实了。但 GaSb
确实是极具产业应用潜力的一种半导体材料。GaSb 是Ⅲ - Ⅴ族的二元化合物半导体，
是直接带隙半导体，常温带隙为 0.725 eV，比硅及第二代半导体（GaAs 及 InP）都
窄。GaSb 材料具有很高的电子、空穴迁移率（~1000-3000 cm2V-1S-1）。GaSb 晶格常
数为 0.60959 nm，它与一些多元化合物半导体（InGaAsSb, AlGaSb 等）的晶格常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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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故以 GaSb 为衬底外延多元化合物半导体薄膜，可有效避免因晶格失配导致的应
力、缺陷等问题。因此 GaSb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光电衬底材料（不过在功率电子领域
暂时未见应用）。GaSb 探测器可以高精度测量甲烷、血糖、乳酸、乙醇等，是井下安全、
环保监测、非侵入式血糖监测、疾病筛查等领域的绝佳应用，而且由它制备的焦平面
探测器可以持续监控某个方向数十公里内的大气污染物情况，也可以在不泄露隐私的
条件下设置盲点监控，提高安防能力。
GaSb 晶体的主要生长方法有直拉法，为消除氧化物浮渣，液封直拉和氢还原法

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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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改进直拉法应运而生。布里奇曼法，由于晶体与坩埚直接接触，坩埚中的杂质也会

Tel: (852) 2838 6298

进入到晶体中。垂直梯度凝固法，晶体生长系统中不涉及机械传动，所以晶体生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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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稳定。移动加热器法，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生长晶体，减小坩埚壁的污染，降低反
应物的蒸汽压，不过生长速率较小，每天只生长几毫米。
国际上对于 GaSb 晶体的生长研究较早。1979 年，Benz 等人采用移动加热器法
生长了 10×30 mm 的 GaSb 晶体。Garandent 等人采用垂直梯度凝固法生长了 GaSb 单
晶，空位浓度为 1017~1018 cm-3。Ebnalwaled 采用垂直布里奇曼法生长了 GaSb 晶体，固 液界面温度梯度为 12℃ /cm，生长速度可达 3 mm/h。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内逐
渐开始对 GaSb 晶体进行研究。但是现阶段 GaSb 都是通过主流的直拉法生产，良率低、
产量小，产业链始终困于上游的衬底产能严重不足，而且外延环节又依赖昂贵且禁运
的 MBE 设备。导致由 GaSb 制造的器件和终端系统只能优先应用于特殊领域，暂时
尚未大规模商业化。
基于 GaSb 的优良光电性能，在成像、遥感、传感、气体探测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用途，
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红外中长波段激光、探测、半导体光电集成芯片的首选材
料，市场空间超过千亿，具体应用器件如下 ：
1、光电二极管 ：GaSb 基材料可以制作雪崩光电二极管、异质结光敏二极管、异
质结发光二极管 / 激光管等器件。以 GaSb 基材料制备的二极管倍增系数较高，可达
到 50 左右。而且 GaSb 基器件的发光系数和光敏系数都有显著提高，在器件应用中有
着不可忽视的前景。2-3um 中红外激光器单管室温连续输出功率已经突破数瓦。
2、红外探测器 ：Esaki 等人在 1977 年提出了 InAs/GaSb Ⅱ类超晶格概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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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b 为衬底生长 InAs/GaSb Ⅱ类超晶格材料是一种有前景的、替代其他生长方法的

Tel: +44 (0)1923 690200

技术。制备的材料的物理性能稳定，组分均匀，并且工艺成熟。此外，其理论预期的

Chief Operating Ofﬁcer

探测性能远远超过碲镉汞（HgCdTe）材料，在发展新一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方面有

Stephen Whitehurst

着十分明确的前景，可大规模地应用于非低温环境下的中红外焦平面阵列中。二类超

stephen.whitehurst@angelbc.com

晶格材料以其具备的带隙可调、暗电流小、量子效率高、及成本低等优越性能，使其

Tel: +44 (0)2476 718970

逐步成为第三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的优选材料。GaSb 超晶格多色红外探测器的产业
化具备广阔的前景。
3、热光伏电池 ：将红外电磁波转变成电能，热光伏电池的转化效率高，体积更
小，可靠性更高。GaSb 材料属于窄禁带半导体，采用窄禁带半导体制作的热光伏电
池一般用于吸收波长在 780 nm ~ 4000 nm 的红外光并转变为电能。美国 Boeing 公司
的研究人员将 GaSb 与 GaAs 相结合制备得到了热光伏叠层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超
过 36%。
© 202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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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自今年 3 月起已停产燃油车
4 月 3 日，比亚迪汽车正式宣布，根据其战略发展需要， 亚迪停售燃油车水
自 2022 年 3 月起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未来，比亚迪

到 渠 成， 近 几 年，

在汽车板块将专注于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业务。不

比亚迪实现了自主

过同时，比亚迪将继续为现有燃油汽车客户持续提供完善的

创新的突破，技术

服务和售后保障，以及全生命周期的零配件供应。

突破带动了销量突

据比亚迪销量快报，其 3 月份销售车辆均为新能源汽车， 破。一方面，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形成独特电池技术品牌，
没有生产和销售燃油汽车。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比

提升了在纯电市场的份额 ；另一方面，DM-i 产品技术突破

亚迪停产燃油车后，产品单价将大幅提升。崔东树表示，比

明显，令其产品结构由传统燃油车向插混车型转变。

高亮度、高调制带宽的深紫外 Micro-LED 阵列
近日，北京大学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复旦大学、东莞
中晶半导体有限公司经过深入合作，利用阵列互联微米化技
术路线，成功实现了高亮度、高调制带宽深紫外 Micro-LED
阵列的研制，该工作成果有望大幅度提升产业化深紫外 LED
的器件性能并扩展其应用领域，实现杀菌消毒和日盲通信等
跨领域应用功能的集成。
发光波长为 200-280 nm 的氮化物半导体深紫外 LED 是
一种坚固耐用、易于集成、环境友好和具有长工作寿命的优
质紫外光源，在杀菌消毒、空气 / 水净化、日盲通讯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随着
联合国《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颁布，亟需发展氮化物深紫
外 LED 以全面替代汞灯，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低的光
提取效率和电注入效率，导致目前氮化物深紫外 LED 面临
着“如何同时获得高光输出功率和电光转换效率”这一难题。
实现亮度和效率瓶颈的突破，让“高亮度、高效率的深紫外
LED 走出实验室并投入大规模应用”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孜
孜以求的目标。
针对上述关键科学问题，来自北京大学和松山湖实验

（a） PAP-0101与商用1020规格DUV-LED光输出功率（LOP）随注入电流密度变
化情况，插图为PAP-0101点亮图片；（b）AP-0101与商用1020规格DUV-LED电
光转换效率（WPE）随注入电流密度变化情况；（c）PAP-0101在不同输入电流
密度下的-3 dB调制带宽；（d）PAP-0101在不同信号调制深度（VPP）下的误码
率-通信速率关系。

该器件在大于 700 A/cm2 的电流注入密度下实现了 83.5 mW

室的王新强研究团队及其合作者面向产业化应用，发展了一 （@ 1150 A/cm2）的光输出功率，比同等尺寸的商用器件高
种互联阵列平面 Micro-LED（Paralleled-arrayed planar Micro-

出近一个数量级。而其电光转换效率则达到了 4.7%

LED, PAP-µLED）的器件制备策略。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 （@ 775 A/cm2）。基于其优异性能，该器件还可应用在日
表明利用互联阵列 PAP-µLED 策略能够改善电流扩展和应

盲无线通讯 ：-3 dB 调制带宽高达 380 MHz ；通信速率近 1

力分布均匀性，解决了传统大尺寸 LED 电流拥挤和器件

Gbps。该结果为兼具高功率杀菌消毒和长距离日盲通信的集

内部的光吸收损耗问题，并削弱了张应力转变带来的横向

成式深紫外光源制备提供了新思路，回答了“如何同时获得

（Transverse-magnetic, TM）模式出光，进一步提高了光提取

高光输出功率和电光转换效率”这一关键科学问题。该成果

效率，实现了高注入电流密度下亮度、电光转换效率以及调

为目前世界上报道的亮度、效率最高的深紫外 µLED，为集

制带宽的集体提升。

成式、多功能深紫外 µLED 的大规模制备、应用和产业化推

当芯片尺寸降至 25µm，互联个数增至 256 时，命名为

广提供了新思路。

PAP-0101 的 µLED 阵列可实现亮度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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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无序工程显示 AgBiS2 太阳能电池的潜力
一个国际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

AgBiS2 中阳离子无序的热力学和光学 /

AgBiS2 制 造 太 阳 能 电 池 的 新 方 法， 该

电子效应的理论研究揭示了阳离子重新

方法的吸收系数高于迄今为止使用的任

分布的可及性，以及这对光电特性的强

何其他光伏材料。他们在《自然光子学》

烈影响。

（Nature Photonics）上发表了研究结果。

“我们的计算表明，均匀的阳离子分

这项工作由 ICFO（西班牙光子科学研究

布将在这些无序材料中产生最佳的太阳

所）的 Gerasimos Konstantatos 领导，与

能电池性能，这证实了实验发现，证明

伦敦大学的 David Scanlon、伦敦帝国理

了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协同作用。”

工 学 院 的 Aron Walsh 和 Seán Kavanagh
（UCL & Imperial）合作。

科学家调整阳离子的原子位置，使其吸收系数比目前
光伏技术中使用的任何其他材料高 5-10 倍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一种称为阳离子无序工程

基于这个结果，他们通过将 AgBiS2
纳米晶体逐层沉积到最常用的透明导电

氧化物基板 ITO/Glass 上，构建了一种超薄溶液处理的太阳

的非常规方法设计了电池中的纳米晶体层。为了做到这一点， 能电池。他们用 PTAA（聚三芳基胺）溶液涂覆器件，并在
他们采用了 AgBiS2 纳米晶体，并通过使用温和的退火工艺， 人造阳光下照射器件后，记录到总厚度不超过 100 nm 的器
能够调整晶格内阳离子的原子位置，从而实际强制阳离子间

件的功率转换效率超过 9%，比当前的薄膜光伏技术薄 10-50

位交换并实现均匀的阳离子分布。通过采用不同的退火温度， 倍，比硅光伏薄 1000 倍。
并在晶体排列中实现不同的阳离子分布，他们能够证明这种

其中一个器件被送往美国纽波特的一家经认证的光伏

半导体材料的吸收系数是目前光伏技术中使用的任何其他材

(PV) 校准实验室，该实验室在 AM 1.5G 全日照条件下证明

料的 5-10 倍，甚至在整个光谱范围涵盖从紫外 (400nm) 到

了转换效率为 8.85%。Konstantatos 说 ：
“本研究报告的器件

红外 (1000nm)。

在稳定性、外形尺寸和性能方面在低温和溶液处理、环保无

为了做到这一点，这种新材料需要一种新的表面化学， 机太阳能电池中创下了记录。采用阳离子无序 AgBiS2 胶体
以便在退火时保持纳米晶体的光电质量。因此，研究人员

纳米晶体的多元系统的工程已被证明提供了比迄今为止使用

使用巯基丙酸作为钝化配体，在退火时保持材料质量。为了

的任何其他光伏材料都高的吸收系数，从而实现了高效的极

预测和验证工作假设，他们进行了支持实验证据的密度泛函

薄吸收光伏器件。我们对研究结果感到兴奋，并将继续进行

理论计算。Seán Kavanagh 表示 ：
“原子无序在新兴无机太阳

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开发它们在光伏以及其他光电器件中的

能电池中的重要性目前是该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对

有趣特性。”

晶湛半导体发布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
LED 产品并打破 300mm 壁垒
2022 年 4 月 8 日， 苏 州 晶 湛 半 导 体
有限公司发布了其面向微显示产业应用的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外延片产品，并
将 LED 外 延 片 尺 寸 成 功 拓 展 至 300mm。
与面向 Micro-LED 技术的其他衬底上生长
的 LED 相 比， 硅 基 氮 化 镓（GaN-on-Si） 晶湛半导体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产品
LED 具有更大的晶圆尺寸（200mm–300mm）和更好的表面

可以制备高性能的微型（5µm2）Micro-LED 像素阵列，并与

质量，对提升 LED 芯片良率展露出其独特优势。此外，通

Si CMOS 驱动进行高良率的混合集成。

过采用 200mm/300mm FAB 中最先进的硅基芯片工艺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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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光 LED 来说，由于 InGaN 量子阱和 GaN 缓冲层之间 （ 阵 列 ：100×100），
存在的巨大晶格失配而导致的晶体质量较差，因此外延生长

所有像素点依然都可

高效率的红光 LED 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晶湛半导体通过

点亮。

采用应力工程和极化工程等专利技术，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

晶湛半导体创

难，并成功将其硅基氮化镓（GaN-on-Si）LED 外延片产品

始 人 兼 总 裁， 程 凯

®

组合扩展为 200mm 硅衬底上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产品
（波长 ：390~650nm）
。

博 士 评 论 道 ：" 对 于
micro-LED 的 单 片 集

波长均匀性是实现 Micro-LED 显示的关键因素，晶湛

成 而 言， 将 RGB 三

半导体的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产品在整个 200mm 晶圆

种颜色集成到氮化

上具有出色的波长均匀性，而且蓝光 LED 晶圆尺寸最大可

镓的单一材料平台

以到 300mm，并具有优异的波长均匀性，全片标准偏差小

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的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外

于 2nm。

延片将初步满足业界对 AR/MR 系统的要求。我们在 2021
®

基于 200mm Full Color GaN 全彩系列 LED 外延片，晶
湛 半 导 体 展 示 了 像 素 尺 寸 在 2µm 至 50µm 范 围 内 的 RGB
®

micro-LED 阵列。Full Colar GaN 系列产品的表面缺陷密度
2

可以控制在 0.1/cm 以内，即使像素尺寸微缩至 2µm×2µm

晶湛半导体展示200mm Micro-LED 晶圆

年 9 月推出了 1200V 300mm 硅基氮化镓高压材料，而这次
300mm 硅基氮化镓 LED 的新平台将大力推动 GaN 光电器件、
GaN 电子器件与硅器件的异构集成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赛米控和丹佛斯硅动力宣布合并
赛米控（Semikron）和丹佛斯硅动力业务部（Danfoss
Silicon Power）宣布合并，成立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模块
的电力电子联合企业。两家公司将合并其现有的 3,500 多名
电力电子专家，并专注于未来的投资，为更可持续、更节能
和更低碳的未来铺平道路。这将包括在工业和汽车应用中推
动技术向 SiC 解决方案转变。
丹佛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Kim Fausing 表示 ：
“新的赛
米控 - 丹佛斯公司建立在强大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和 90 多
年来在功率模块封装、创新和客户应用专业知识方面的综合
技术领先地位之上。随着电气化推动绿色转型，赛米控 - 丹
佛斯旨在成为客户首选的脱碳合作伙伴。我们有激情、能力
和技术，在五年内将我们的业务至少翻一番。”赛米控首席
执行官 Karl-Heinz Gaubatz 补充道 ：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
时刻。根据过去几个月密切、信任的对话，我们确定赛米控
和丹佛斯是天作之合，双方拥有互补的资产、强大的团队和
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半导体技术的先驱，赛米控在开发顶级
电源模块和系统方面拥有超过 70 年的经验，而丹佛斯硅动

图从左到右：丹佛斯硅动力总经理Claus A. Petersen；赛米控国际公司股东Dominik
Heilbronner；赛米控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Karl-Heinz Gaubatz；股东、
丹佛斯公司前董事长Jorgen Mads Clausen；赛米控国际公司股东Bettina Martin；赛
米控国际监事会主席Felix Hechtel；丹佛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im Fausing

汽车、工业和可再生能源增长强劲。随着从硅到 SiC 的新兴

力和丹佛斯集团拥有强大实力、创新能力和快节奏的运营， 技术过渡，我们将成为客户最强大的合作伙伴。赛米控 - 丹
通过两者的结合，我们将成为电力电子领域最强大的参与者

佛斯将激励未来，并提供大量的职业机会”。赛米控 - 丹佛

之一。”

斯将保留在德国纽伦堡和弗伦斯堡的两个主要地点。赛米控

丹佛斯硅动力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Claus A. Petersen 总

和丹佛斯硅动力目前的工厂和销售办事处将继续照常运营。

结道 ：
“新的赛米控 - 丹佛斯对客户、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员

新成立的联合企业将由赛米控和丹佛斯集团目前的所有者家

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时机恰到好处，我们的主要市场

族共同拥有，其中丹佛斯持多数股权。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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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tegrations 公司提高电动汽车效率
Power Integrations 宣布为其 InnoSwitch 3-AQ 系列新增
两款符合 AEC-Q100 标准、额定电压为 1700 伏的 IC。这些
新器件被认为是业界首款采用 SiC 初级开关 MOSFET 的汽
车级开关电源 IC。新集成电路的输出功率可高达 70 瓦，主
要用于 600 伏和 800 伏电池和燃料电池电动乘用车，以及电
动公共汽车、卡车和各种工业电源应用。
集成 InnoSwitch IC 旨在将实现电源所需的组件数量减少
50%，从而节省大量电路板空间，增强系统可靠性并缓解组
件采购挑战。InnoSwitch 系列器件现在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
硅、高效 GaN 和高压 SiC 晶体管，使设计人员能够在消费品、
计算机、通信、工业和汽车应用领域中优化其电源解决方案。 5000 VRMS 的增强隔离。FluxLink 技术可直接检测输出电
Power Integrations 汽车业务发展总监 Peter Vaughan 表

压，提供精确调节和极快瞬态响应等优势。该电路将从 30

示：
“800 伏电池正在成为电动汽车的标准配置。多个车辆

伏开始，无需外部电路—这对功能安全至关重要。其他保护

系统连接到这个强大的电源，但精密的电子控制电路只需要

功能包括输入欠压、输出过压和过流限制。

几伏电压即可运行和通信。InnoSwitch 器件允许电子设备安

包含同步整流和准谐振 (QR)/CCM 反激式控制器，可实

全地从主总线上的可用能量中汲取能量，使用最小的电路板

现超过 90% 的效率，轻松满足最严格的 OEM 要求。这些新

面积并且不会浪费能量。最令人兴奋的是，有机会显著简化

部件在空载时的功耗低于 15 mW，非常适合减少电池管理

主牵引逆变器的应急电源，这应急电源可能需要随时可以

系统中的自放电。InnoSwitch3-AQ 1700 伏器件也适用于工

在 30 伏至 1000 伏之间的任何电压下工作。我们基于 SiC 的

业市场，其中集成解决方案取代了分立控制器加 MOSFET

InnoSwitch3-AQ 器件可轻松应对这一巨大范围。”

设计，节省了空间、时间和成本，同时提高了可再生能源、

新 IC 使用 FluxLink 反馈链路，为次级侧控制提供高达

工业电机驱动、电池存储和计量等应用的可靠性。

SEMI 报告 ：2021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激增 44%，
创下 1026 亿美元的行业新高
美 国 加 州 时 间 2022 年 4 月 12 日，SEMI 在 其《 全
球 半 导 体 设 备 市 场 统 计 报 告 》（Worldwide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MarketStatistics (WWSEMS) Report） 中 提 出，
2021 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激增，相比 2020 年的
712 亿美元增长了 44%，达到 1026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中国第二次成为半导体设备的最大市场，销售额增长
58%，达到 296 亿美元，这是连续第四年增长。韩国是第二大
设备市场，在 2020 年实现强劲增长后，销售额增长 55%，达

不同地区的年度同比增长率（单位：十亿美元）

Region
China
Korea
Taiwan China
Japan
North America
Rest of the World
Europe
Total

2021
29.62
24.98
24.94
7.80
7.61
4.44
3.25
102.64

2020
18.72
16.08
17.15
7.58
6.53
2.48
2.64
71.19

% Change
58%
55%
45%
3%
17%
79%
23%
44%

到 250 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增长 45%，达到 249 亿美元，位

失衡，该行业继续扩大规模，以应对各种新兴高科技应用，

居第三。欧洲和北美分别增长了 23% 和 17%，并继续从 2020

从而实现一个更智能的数字世界，带来无数社会效益。”

年的收缩中复苏。世界其他地区的销售额在 2021 上升了 79%。

全球晶圆加工设备的销售额在 2021 上升了 44%，而其

SEM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jit Manocha 表示 ：
“2021 制

他的前端销售则增长了 22%。所有地区的封装设备销售额都

造设备支出 44% 的增长凸显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对产能增加

有很大的增长，从而整体增长了 87%，而总的测试设备销售

的积极推动，这种扩大生产能力的驱动力超越了当前的供应

额增长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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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氦离子注入边缘终端的 1.7kV 垂直
氮化镓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深圳大学 ：刘新科（通信作者），林峰，利健，林钰恒，吴钧烨，王灏帆，黎晓华，黄双武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 ：王琦
台湾长庚大学 ：邱显钦
台湾交通大学 ：郭浩中

摘要—本文首次演示了具有氦 (He) 注入边缘终端 (ET) 结构的高性能垂直氮化镓 (GaN) 肖特基势垒
二极管 (SBDs)。 由于注入 He 的 ET 结构的特点，肖特基接触金属边缘下的峰值电场拥挤效应显著
降低，从而提高了二极管的击穿电压 VBR。 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He 注入 ET 结构的器件的 VBR 从
862 V 提高到 1725 V，其导通电阻为 5.1 mΩ·cm2，导通电压 VON 为 0.63 V。 在 VON <0.7 V 的
条件下，采用 He 注入 ET 结构的垂直 GaN SBDs 具有迄今为止报道的最高的 VBR。
关键词—边缘终止，氮化镓，氦离子注入，高击穿电压，低导通电压。
该项目获得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2020B010169001 and 2020B010174003）、
广东省自然科学杰青项目、深圳市技术攻关项目的支持（JSGG 20191129114216474）。

技术制备了 Ga2O3 肖特基二极管，在不同的应力时间和高电

介绍

氮化镓（GaN）基材料具有极好的物理性能，如宽带隙、 压下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
高击穿电压、高热导率、高电子饱和速度和电子迁移率。它

在本工作中，首次使用 He 注入 ET 结构制备了高性能

被认为是高压、高频率和高功率器件最有前途的候选者。然

的垂直 GaN SBDs。同时分析了氦离子注入后注入区晶格特

而器件是在异质外延生长的 GaN 晶片 ( 如蓝宝石、SiC 和

征和电位变化。 对于轻量的氦原子，在一定的注入能量下，

Si) 上制备的，这些晶片由于晶格失配和热失配而表现出

注入深度比其他原子要深。 在 VON <0.7 V 的条件下，垂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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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的螺位错密度（10 -10 cm ）。 相比之下，GaN-on-

GaN SBDs 获得了最高的击穿电压 (VBR = 1.7 kV)。 注入 He

GaN 同质外延层（高达 4 英寸）具有非常低的穿透位错密

的 ET 技术显示了氮化镓基垂直功率整流器的巨大潜力。

4

6

-2

度（~10 -10 cm ）和低的界面应力。 对于垂直器件，理论
击穿电压与实际击穿电压相差较大，这是由于在反向偏压作
用下，阳极边缘的拥挤电场导致器件过早击穿造成的。 为
了提高垂直 GaN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s）的 VBR，人们

器件制造
图 1(a) 是 He 注入 ET 的垂直 GaN SBD 的示意图，它由
350μm 厚的掺硅 GaN 衬底组成，掺杂浓度为 2×1018 cm-3，

提出了许多方法，如场板、等离子体处理、注入边缘终端、 电阻率为 ~ 0.02Ω• cm（SINO Nitride, China, 中镓）。 20μm 厚
纳米线和场限环。其中，注入 ET 方法被认为是缓解金属边

的漂移层为掺杂浓度为 2×1016 cm-3 的硅轻度掺杂。在 2 英

缘峰值电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离子注入，如氢离子 (H)

寸自支撑（FS）氮化镓晶圆片上制备的 SBD 的照片如图 1(b)

和氦离子（He），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的电子性质修饰。 同

和插图所示。首先，对 2 英寸自支撑 -GaN 晶片进行材料表

时，氦与 GaN 不发生反应，引入稳定的缺陷，离子注入形

征。图 1(c) 显示了原子力显微镜（AFM）测量的粗糙度的均

成的高电阻区可以缓解肖特基接触金属与 GaN 层界面的拥

方根值，13 个定位点的均方根值约为 1.7 nm。 图 2(d) 显示

挤峰值电场。与 Zhang et al. 的工作一样，采用 He 离子注入

了 13 个不同测定点的阴极发光 (CL) 图像中基于黑点的位错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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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的平均 D edge 和 D screw 位错密度分别为
~1.9×106 和 ~ 4.2×106 cm-2。 因此，得到的位错
总 密 度 约 为 6.1×106 cm-2， 与 CL 测 量 值 一 致。
这些结果反映了 2 英寸 GaN 外延晶片的优良品质。
晶片经过预清洗过程，丙酮脱油 5 min，异丙醇脱
脂 5 min，H2O2:H2SO4 = 1:3 浸洗 10 min 去除有机
残渣。采用 BCl3/Cl2 等离子体刻蚀隔离标记，形
成深度为 1μm、直径为 350μm 的台面结构。然后，
采用相同的工艺在同一片上制备了注入 He ET 的
垂直 GaN SBDs 和未注入 He ET 的对照器件。 唯
一不同的是在离子注入过程中，对照器件被光刻
胶覆盖，而 He 注入 ET 的器件注入区域暴露，其
余器件被光刻胶覆盖。 离子注入宽度为 10μm 时，
注入区与阳极的重叠长度为 5μm。
图1. (a)注入He的垂直GaN SBD示意图。 (b)所制器件在2-in FS-GaN晶片上的光学
图像，插图为所制器件的光学图像。 (c)和(d) 2-in GaN晶圆上13个不同定位点的
RMS值(AFM测量)和位错密度(基于CL图像中的黑点)。 (e)和(f) GaN晶圆(002)面和
(102)面ω-扫描的半高宽值。

He 离子在室温 (RT) 下注入，入射角为 7◦。
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离子分布，He 离子注入两个
能量（50keV 和 150keV），剂量相同 1×1015cm-2，
根据 SRIM 模拟注入深度估计 500nm。 同时，根
据传输线法 (TLM) 测试结构，注入区域的方块电
阻为 5.6×109 Ω/ □，说明离子注入后形成了一个
高电阻区域。 在 GaN 衬底背面沉积了 Ti/Al/Ni/
Au (25 nm/ 100 nm/25 nm/80 nm) 金 属， 并 在 N2
环境下进行了 800℃快速热退火 (RTA) 30 s 以获
得欧姆接触。 沉积了直径为 200μm 的 Ni/Au (30
nm/130 nm)，形成了肖特基接触。

结果和讨论
如图 2(a) 和 (b) 所示，对两个空白样品 (1×1 cm2)
进行了光致发光 (PL) 光谱测试，其中一个样品是
图2. (a)和(b)注入He和未注入He的GaN区发光光谱。 (c)和(g)制作的垂直GaN SBDs
的透射电镜剖面图。 (h)和(i)掺He和不掺He的GaN的能带结构变化。 (j)和(k)未注
入GaN和注入GaN平面RSM沿(105)方向变化。
6

-2

离子注入的，另一个没有离子注入。 在 500-650 nm
范围内观察到一个宽峰，定义为 He 注入样品的
黄色发光 (YL) 带。 观察到的 YL 带与 GaN 的深

密度 TDD，TDD 的平均值为 ~ 2×10 cm 。测量

能级和电缺陷有关。由于镓空位，在与氮位氧取

(002) 和 (102) 平面的 ω- 扫描半高宽 (FWHM) 分

代有关的浅施主和深受主之间存在载流子重组。

别 为 44.65 和 40.3 弧 秒， 如 图 1(e) 和 (f) 所 示。

说明氦离子注入可能诱发 GaN 的固有缺陷。
我们分别在 He 注入和未注入的两个区域拍

位错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

ß 2(002)
ß 2(102)
,
Dscrew =
D
=
edge
9b 21
9b 22
ß 2(002) ß 2(102)
Dtotal =
+
9b 21
9b 22

摄了高分辨率 TEM 图像，如图 2(d) 和 (e) 所示，
在 He 注入的 GaN 中没有清晰地观察到晶格缺陷。

(1)

此外，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衍射图表明，无论
是否注入 He, GaN 区域的结晶质量都很好。未注

其中 Dtotal 是位错总密度，Dscrew 螺位错密度， 入 He 的 GaN 的晶格常数 a = 0.3189 nm, c = 0.5184 n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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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ge 是刃位错密度、β(002) 和 β(102) 分别是 (102)

与报道的数据一致。 注入 He 后，a 轴的晶格常

和 (002) 面的 FWHM, b1 和 b2 分别为螺位错和刃位

数降低到 0.3146 nm（降低 1.190%）
，c 轴的晶格

错的 Burgers 矢量 (b1= 0.5185 nm，b2=0.3189 nm)。

常数增加到 c = 0.5192 nm（增加 0.155%）。 可以

2022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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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在 He 注入 GaN 的 a 轴方向上产生了压缩
应变 / 应力。 图 2(h) 和 (i) 分别描述了掺 He 和不
掺 He GaN 的能带结构变化。利用 CASTEP 进行
了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表明，注入 He 后 GaN
的带隙增加，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大的临界击电场。
注入 He 后 GaN 区的应变应力是降低电子迁移率
的因素之一。 描述 He 注入后内部晶格特性的变化，
揭示其应变 - 应力机制，是分析 He 注入对器件电子
性能影响的关键。 图 2（j）和（k）显示了未注入和注
入 He 的样品 (105) 平面的倒易空间映射 (RSM)。 在
两个空白 GaN 样品 (1×1 cm2 ) 上进行 RSM 实验，
其中一个注入了氦离子，另一个不进行处理。 可
以推导出氮化镓中晶格参数的变化和应力 - 应变
的形成。 RSM 可用于了解氮化镓层的晶体性质

图3. (a)引入He原子后晶体表面(001)原子排列及应力分布图示意图。 (b)拉应力增加
了电子有效质量。 (c)模拟结构中的应力分布。 (d)和(e)提取了沿A、B线靠近阳极
边缘的应力分布曲线，如(c)所示。

和分析氮化镓层的应力应变。 由于离子注入深度

E Young = σ/ε

约为 500 nm，整个 GaN 材料没有被穿透，在图

这里 GaN 的应力 σ 为 0.15 GPa，杨氏模量为

2(k)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He 注入样品的两个劈裂

EYoung = 210 GPa。 计算得出离子注入区应变 ε 约

峰。 可以认为，离子注入改变了氮化镓的晶格。

为 0.07%。

（4）

结果，在注入氦的区域会产生应变。 基于非对称

如图 4(a) 所示 , 两种器件都显示低的开启电

RSM 扫描的信息，从式 (2) 计算了六边形结构的

压 VON 为 0.63 V，在标准电流密度下推断为 1A/

晶格参数 (a 和 c)。氮化镓晶格参数由非对称响应

cm2。目前低电流水平的主要传导机制是热电子发

面法测量得到。

射 (TE)。基于 TE 模型，SBD 的正 I-V 关系由以

a

2π
=
Qx

4(h2 + k 2 + hk)
， c = 2πl
Qz
3

.

（2）

在这种不对称的特殊情况下，h = 1，k = 0，l = 5，
因为 (105) 晶面不仅可以计算 c 晶格，还可以计

下公式给出 ：

J

=

A*T 2 exp

( ø (] ( ( [
q B
kT

exp

qV
nkT

1

（5）

J、A、T、q、ΦB、V、k 和 n 分 别 是 饱 和 电

算 a 晶格。 计算得到的 a = 0.3193 nm。比根据

绝对温度、
流密度、
理查德森常数 (26.9 A • cm-2 • k-2)、

Vegard 定律得到的非应变 (a0 = 0.3196 nm) 低（降

电子电荷、势垒高度、正向偏压、玻尔兹曼常数

低 0.094%），这是由于在 GaN 离子注入区沿 a 轴

和理想因子。 因此，可以提取测量二极管的一些

（平面内）的压缩应变。 计算得到的 c = 0.5203 nm

参数。 该对照器件的势垒高度 Φ B 为 0.92eV，

高于未拉伸的 c0 = 0.5184 nm（增加 0.308%），说

因子系数 n 为 1.13。对于注入 He 的 SBDs，其势

明注入区域存在沿 c 轴（平面外）的拉伸应变。

垒高度和理想因子 n 分别为 0.96 eV 和 1.07，接

这是由于 a 轴（面内）压缩应变导致 GaN 外延

近 GaN SBDs 的理想参数。

层形成，TEM 和 RSM 均表现出相同的趋势。注

将注入与非注入 He 的器件和对照器件的导通

入 He 后的 GaN 区域被压缩，导致阳极电极下方

电阻分别提取为 4.3 和 5.1 mΩ• cm2。 He 植入后，

GaN 沟道区域产生拉应力 [ 图 3(a)]。 如图 3(b)

导通面积将从约 3.14 ×10-4 减少到约 2.83×10-4 cm2，

所示，该拉应力可以通过第一原理增加电子有效

有效导通电阻为 4.6 mΩ• cm2，比对照器件高约

质量，可以通过以下公式估算 ：

7%。 这可能是由于拉伸应力和缺陷相关的散射，

m* = h

/ (∂ 2 E / ∂ 2 K )

（3）
h 是普朗克常数，这可能会导致二极管的通

态电阻增大。图 3 (c) 显示了模拟结构的应力分布，
线 A 和 B 应力分布如图 3 (d) 和 (e) 所示，在阳极
作用下的 GaN 沟道区域产生 0.15 GPa 的拉应力，
根据以下公式 ：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进一步导致了 He 注入器件的迁移率下降。 同时，
器件的 RON 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由以下公式 :

R ON = R sub + R drift + R con

（6）
Rsub、Rdrift 和 Rcon 分别为衬底电阻、微掺杂漂

移区电阻和接触电阻。 Rdrift 和 Rsub 可由下式求得
R= t
（7）
qNμ
化合物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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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为 ~ 800 cm2 /V• s，比对照器件的 ~ 1040 cm2 /
V• s 低 23% 左右。 载流子迁移率的降低是由于拉
应力和缺陷散射造成的。 采用 1 MHz 的电容 - 电
压 (C-V) 方法 [ 图 4(b)]，在轻度掺杂漂移区通过
公式提取的净掺杂浓度约为 1.2×1016 cm-3。
通 过 开 尔 文 探 针 力 显 微 镜 (KPFM) 测 量 图
4(d) 中沿 A 线方向开尔文探针与样品之间的电位
差，如图 4(c) 所示。 如图 4(c) 的插图所示，图上
的面积（暗区）越小，功函数越大；值越大（亮区），
功函数就越小。 在图 4(c) 中，注入氦离子区域的
接触电位差比未注入氦离子区域的接触电位差低
0.16 eV。 因此，离子注入区域的功函数比非离子
图4. (a)两个器件的正向J-V特性和差分R ON。 (b)的详细电容-电压(C-V)和1/ C2-V
图 (c)基于开尔文方法，测量了离子注入器件沿(d)线A方向的电位差，插图显示了
电位差的形貌。 (f)和(g)分别模拟了(d) 对照器件和(e)注入He后器件的电流密度分
布。(f)和(g)在0 V时，沿A线和B线靠近阳极边缘的能带分布。

注入区域高 0.16 eV。 器件启动时，离子注入区
会诱发材料的固有缺陷（类 p 型），并沿离子注入
区边缘发生缺陷中心散射。图 4 (d) 和 (e) 显示对
照器件和离子注入 ET 器件的模拟对流密度分布。
He 注入器件的电流聚集在 ET 结构的内部，这是
“电流拥挤效应 ,”这可能会导致增加载流子散射
和导通电阻增加。氦离子注入引入 p 型缺陷后，
能带发生改变，在图 （
4 f）和
（g）中可以看到 He 注
入 GaN 区势能增加，这与 KPFM 测量的结果一致。
图 5（a）和（b）
分别为无 ET 和有 ET 时器件的
正向温度 I-V 特性，测量范围为 298 ~ 473 K。 计
算的肖特基势垒高度作为 T 的函数在插图中给出。
TE 被认为是低电流水平下的主要电流传导机制，
Fu 等人给出了基于 TE 模型的 SBDs 正向 I-V 关系。
使用 Fu et al. 开发的方法，在图 5（c）中导出了理
想因子和 RON 作为两个二极管温度的函数。 这些
非理想电特性是由于肖特基势垒高度的不均匀性
和接触界面的影响。 实验数据与图 （
5 d）的关系
很好地吻合。 从公式（8）可以看出，温度主要影

图5. (a)在298至473 K测量的未注入器件的温度依赖的正向I-V特性。 插图:计算了
肖特基势垒高度作为T的函数。(b) ET器件的正向I-V特性随温度的变化。 插图:计
算了两个二极管的肖特基势垒高度作为T的函数(c)理想度因子和R ON作为温度的函
数。 (d)两个二极管的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的函数关系。 随着温度从300 K增加到
500 K，由于声子散射，载流子迁移率降低。 (e)在298 ~ 473 K测量的注入器件的
温度依赖的反向I-V特性。

其中 t，μ，N 分别为厚度，电子迁移率，自由

温度关系可以用幂律方程表示 ：

μ(T) = μ0(T/T0)γ

（8）
μ0 为 300 K 时的电子迁移率，T0 为 300 K，γ

为指数。 对照器件的 γ 值为 -1.72，氦离子注入

同的工艺制作的，它们有相同的 Rsub 和 Rcon，RON

二极管的 γ 值为 -1.65，与报道的 -1.5 ~-2.5 一致。

的差异主要是 Rdrift 造成的。 Rsub 和 Rcon 分别为 ：

这证实了 RON 随温度的升高是由声子限制的电子

2

2

Rsub = 0.7 mΩ cm 和 Rcon = 2.6 mΩ cm （ 根 据
•

-3

2

迁移率随温度的降低引起的。 图 5(e) 显示了在

。
TLM 结果，比接触电阻率为 ~ 2.6×10 Ω cm ）

298 到 473 K 之间测量的注入器件的温度依赖的

因 此， 对 于 对 照 器 件 和 He 注 入 ET 器 件，Rdrift

反向 I-V 特性。 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子获得了更

2

•

2

的值分别为 1.0 mΩ cm (~3.2Ω) 和 ~1.3 mΩ cm

高的能量，更容易克服势垒高度，所以器件的反

(~4.6Ω)。 使用 (7)，器件注入 He ET 后的迁移率

向漏电流逐渐增大，说明 TE 模式在漏电流中占

•

化合物半导体

度下，载流子主要受晶格散射的影响。 迁移率 -

载流子浓度。 考虑到它们是在相同的晶片上用相

•

12

响载流子的迁移速率，同时，在 100 K 以上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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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通过 298 ~ 473 K 正反向温度变化特
性，证明该器件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
图 6(a) 显 示 了 垂 直 GaN 二 极 管 在 He 注 入
ET 和对照器件的反向 I-V 特性。 对于注入 He 的
器件，VBR 从对照器件的 862 V 提升到 1725 V。
注入 He 的垂直 GaN SBD 和对照器件表现出不同
的反向泄漏机制，如图 （
6 b）所示。 根据（9）
（11）
，
通过比较这三种漏电流机理公式，我们知道了热
电子场发射（TFE）、变程跳变（VRH）和空间电
荷限制电流（SCLC）的类型以及它们对电场和
温度的依赖关系。

I TFE

I VRH

=

( (ø ( ( ((
( ( ( ((

-1
I0E
exp
(kBT)1/2
kBT

=

I0 exp

ISCLC =

9ɛ µE n
8Wd3

CE
2kBT

T
T

B

0

C

E
kBT

1
4

2

(9)

(10)

图6. (a)注入He和未注入He的垂直GaN二极管的反向I-V特性。 实验数据采用多种
模式进行拟合：TFE、VRH和SCLC。 (b)反向电压下肖特基界面/附近可能的载流
子泄漏机理。 (c)和(d)垂直GaN二极管在注入He和未注入He的情况下，反向偏压为
−500 V时，在500 V偏压下的电场分布。 (e)肖特基结边缘附近沿切线的电场分布
在(c)中的。

(11)

其中 I0 为零场电流，T 为温度，kB 为玻尔兹
曼常数，ΦB 为势垒高度，C 为常数。 器件的反
向电流与经典 TFE 模型拟合良好。 当施加反向
偏置时，反向漏电流主要是由电子克服金属侧的
接触界面势垒，通过热发射注入半导体形成的，
如图 （
6 b）
所示的 TFE。 相比之下，低于 1500 V 时，
注入 He 的垂直 SBD 的漏电流主要受反向偏压下
VRH 模型的影响。漏电流主要是由于缺陷能级阱

图7. (a)和 (b) 制备的GaN SBDs和最先进的GaN SBDs的RON对VBR和VBR对VON的比较。

捕获的电子可以从一个阱中心“跳跃”到另一个

图 7（a）显示了生长在 GaN 衬底和硅衬底上

阱中心，载流子通过直接隧穿机制进行，如图 6

的 GaN SBDs 的 RON 与 VBR 的基准。通过对导通

（b）所示。1500V 以上击穿机制主要由 SCLC 模

电阻进行校正，或去除欧姆接触电阻，注入 He

型主导，此时，半导体空间电荷区所有的阱被填

的垂直 GaN 二极管获得了功率器件优值 VBR2/RON

满，大量载流子开始在高能量水平再次填满阱耗

为 1.6×109 V2• Ω-1• cm-2，见图 7 中的空心五星标

尽区，体效应 SCLC 机制成为泄漏电流，如图 6（b）

志（a）。在给定的导通电压 VON <0.7 V 时，本工

所示的 SCLC。 VRH 和 SCLC 机制都与离子注入

作获得了报道数据中最高的击穿电压，如图 7（b）

引起的陷阱有关，这使得器件的击穿机制由 TFE

所示。 与其他工作相比，本工作中注入 He ET

变为 VRH 和 SCLC。 通过（9）（
- 11），发现 TFE

的 SBDs 在高击穿电压和低导通电压下表现出优

和 VRH 都与温度有关 ；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子

异的性能。

在器件缺陷处跳变更快，这将导致器件提前击穿，
这已经被 Guo 等人验证过。图 6（c）和（d）分别

结论

为注入 He 和未注入 He 的器件的电场分布。图

综 上 所 述， 采 用 He 注 入 ET 结 构 的 垂 直

6（e）
分别显示了注入 He 和未注入 He 的器件沿切

GaN-on-GaN SBDs 首次被报道。 由于注入 He 的

线的电场，如图 6（c）所示。 He 注入的 ET 明显

ET 抑制了阳极边缘附近的峰值电场，击穿电压显

缓解了垂直结构电极边缘的峰值电场，从而提高

著提高。 本工作中注入 He 的 ET 技术显示了加速

了击穿电压。

功率整流器中垂直 GaN SBD 发展的巨大潜力。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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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LED 眼结构照明
由具有不同间距、尺寸和波长的 GaN microLED 阵列形成的光引擎，
可用于多种应用

作者 ：JAN GÜLINK 和 HEIKO BRÜNING，来自 Qubedot 和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RAUNSCHWEIG

由

于这种器件在普通照明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它们可用于包括光学显示单元、控制面板和转速

基于 GaN 的 LED 的产量已达到惊人的数

计的照明，以及大功率形式的照明，为汽车前照

量。迄今为止，这个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已经推

灯提供光源。所有这些应用的共同点是，LED 仅

出了大面积 LED，其典型尺寸为 1 mm²，光输出

用于照亮目标物体——可能是前方的道路，或显

功率在瓦特范围内。

示面板——而不是引起其特性的任何变化。

GaN LED 的发展道路与硅微电子技术截然不
同。虽然该行业的基石是器件尺寸不断向原子级

往往是激光。红外激光器，尤其是光纤激光器，

缩小，但对于用于普通照明 LED，甚至没有努力

以其“可聚焦性”的高性能而闻名。使用不超过

将尺寸向微米级推进。

100 瓦的光功率，此类激光器能够焊接和切割一

今天用于通用照明的 LED 可用于无数应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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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优化激光加工，工程师调整光束轮廓。 的研究合作伙伴一起开发了一种平台技术作为解
对于金属焊接，首选高斯强度分布，因为这可确

决方案。我们将我们的技术称为 SMILE - 它是结

保光束轴中心的强度尽可能高 - 这种条件导致涉

构化微照明光引擎的缩写。

及形成蒸汽毛细管效应的节能、可重复的焊接过

创建这些可用于全新应用领域的光源需要

程。相比之下，对于激光诱导粉末堆焊，采用均

三个基本步骤，另外还有一个具有很多附加值的

匀的强度分布要好得多，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粉末

第四个步骤。这些强制性步骤中的第一步是采

的均匀熔化。由于光束整形的重要性，这两个例

用经过验证的 GaN 加工技术，以便也可以重复

子强调了这一点，大型工业部门的很多工作都致

制造微米尺寸的 LED。在此之后，我们将大量

力于为该任务提供满足客户要求的良好工具。但

microLED 放置在单个 GaN 芯片上，以便我们可

是试想一下，如果光束整形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直

以通过一个光学器件对多个光束源进行成像，而

接完成会简单得多。

无需在任何额外的定位上花费太多精力。通过这

在比较 LED 和激光器时，有一个被普遍接受

种配置，光源的相对定位精度为几纳米——无需

以至于不再强调的本质区别 ：可扩展性。虽然在千

任何机械定位工作即可实现！第三步是引入集成

赫和兆赫范围内驱动 LED 并平行调整其发射频率

电路，使单独控制每个 microLED 成为可能。这

非常容易，但使用多个激光束要实现这一点要困难

使得 GaN 芯片上的所有 microLED 可以在时间和

得多。因此，当谈到通过平行光源来加速光诱导过

功率上独立控制。

程时，
LED 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候选者。有人想知道，

这三个步骤，技术已经成熟了。然而，客户

在几分之一毫秒内，通过将光束声学从礼帽轮廓

方面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将其用于目标

更改为甜甜圈轮廓，可以解锁多少应用领域？

应用程序。因此，我们通过简化可操作性来帮助

60 多年前——准确地说是 1959 年 12 月 29

他们。用模拟信号控制激光器的功率很容易，但

日—— Richard Feynman 在加州理工学院发表了

如果有 256 个光源，所有光源都需要同时发出信

一场广受赞誉的开创性演讲，题目为《向下有足

号，那该怎么办？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我们编写

够的空间》（There is plenty of room at the bottom）。 了软件，允许用户立即生成照明图案。
在 Feynman 的演讲中，他描述了需要微型化的四

我们完全集成平台的开发得到了不同项目的

种应用，包括微型化机器的构造。基于这样的思路， 支持。第一个是 Chipscope，目标是制作尽可能小
如果我们能制造出数量级甚至小于发射光波长的

的像素尺寸。这导致 LED 的发射器边缘尺寸仅为

发射器，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200 nm，发射波长为 450 nm。后续项目 SMILE 于

在 TU Braunschweig 的 衍 生 公 司 QubeDot

2020 年 12 月启动，旨在展示 microLED 阵列的可

GmbH，我们已经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并与著名

扩展性和一般可能性。人们致力于不同应用的光

图 1. QubeDot 和欧盟项目 Chipscope 和 SMILE 已经为不同的应用开发了多功能 microLED 平台。论文中提供了更多信息：H. S. Wasito et al. Beyond Solid State Lighting:
Miniaturization, Hybrid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GaN µLEDs, Applied Physics Reviews 2019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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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 M I L E 平台由
microLED 芯片、电子
器件、外壳和图形用户
界面 (GUI) 组成。

功率和调制。与我们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取得的进

在 考 虑 调 制 速 度 能 力 时， 区 分 芯 片 级 和

步同时，我们这些来自 QubeDot 的人从一开始就

SMILE 平台级很重要。在芯片级别，我们使用

专注于确保这项新技术将有助于工业界和科学界。

时间相关的单光子计数评估了调制率。该技术涉
及向 microLED 像素施加短电脉冲，并使用灵敏

SMILE 规格
当前的 SMILE 平台在普通 PCB 上形成为板

探测器（如单光子雪崩二极管）测量其光输出和
精确定时。基于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确定了大约

上芯片 (COB)。有了这些选项，早期采用者就可

100 MHz 的 8×8 阵列中 20μm 像素的调制频率，

以轻松地将 microLED 技术引入他们的产品和实

这对应于 10 纳秒数量级的脉冲长度。

验室。今天，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版本的 SMILE 平

在 SMILE 平台级别，调制受周围电子器件

台 ：8×8 像素和 16×16 像素。所有 SMILE 平台

的影响，主要是其电容。对于 16×16 SMILE 平台，

始终由 LED 芯片、电子器件、外壳和控制软件组

还存在与三个微控制器同步相关的进一步限制。

成（见图 2）。

然而，帧速率仍然比与多个激光源同步相关的帧

我们的软件使用户能够以非常方便的方式构
建照明模式。有一个图形用户界面，提供校准阵

速率快。例如，我们实现了每秒 3,333 帧的速率，
帧速率与图像内容无关（参见图 3）。

列和设置电压的可能性。此外，该界面允许保存

在 QubeDot，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

和加载序列和动画 ；并为不同的应用提供成像和

“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答案取决于像素的尺

测量窗口。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最终用户可

寸、发射波长和驱动电流。最先进的外延和芯片

以将 SMILE 平台的控制集成到脚本和应用程序

处理确保输出功率尽可能高。我们不会为了提高

中，例如 Matlab、LabView 和 Python。

光提取效率而对芯片背面进行粗糙处理，因为尽

图3. 100 M H z芯片级
调制（左）和16×16
S M I L E平台（右）的
3.330 M H z帧速率，电
注入为红色，光电二极
管信号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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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发射 LED 的空间分布可以独立于它们各自

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另一个
问题是我们的像素可以做
到多小

的输出功率进行控制。请注意，用于控制光输出
功率分布及其栅格密度的附加旋钮是 SMILE 平台
的选择。
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像
素可以做到多小。由于了解并掌握了用于制造

管这会增加从芯片耦合的光，但像素之间的光学

SMILE 平台的 GaN 技术，我们通常可以生产 5 ...

外观将不再清晰。这将是一个显著的缺点，因为

100 ... 500μm 范围内的像素尺寸。低于 5μm 的像

这将导致粗糙芯片表面的发光图案模糊。

素尺寸在实验室中可靠运行，并将很快推向市场。

在 这 里， 我 们 通 过 展 示 8×8 平 台 的 特 性

通常，初始客户测试总是使用 75μm 的像素尺寸进

来说明我们的 SMILE 技术的能力，该平台具有

行，因为此评估使我们能够确定应采用的像素尺

75μm 像素尺寸、150μm 间距和 450 nm 发射波长。

寸。像素的形状不一定是方形——也有一些应用

图 4 显示了该阵列的 64 个独立 LED 像素在一定

需要多条 microLED 线。可以想象，有无数种尺寸、

电压范围内的单光输出功率。当控制单个像素时，

间距、波长、照明模式、LED 输出功率控制和调

平均输出功率在 3.3 V 时约为 384μW，在 4.0 V

制控制的组合，用于一千零一种不同的应用。

时约为 830μW。更高的工作电压，光功率密度为
14.7 W/cm²。因此，如果所有 64 个像素都打开，
这个 8×8 SMILE 平台将在 4.0 V 时发射 15.2 mW
（在 3.3 V 时发射 6.7 mW）。
使用这个 8×8 SMILE 平台，用户可以在投

在考虑调制速度能力时，
区分芯片级和 SMILE 平
台级很重要

影图像平面中精确控制和分配所需的光功率。这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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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5 µm 像素大小的 8 x 8 SMILE 平台，发射波长为 450 nm。不同偏置电压下的单个像素输出功率（左）和所有像素都打开时的总输出功率（右）的Violin图。使用
10 英寸积分球进行的测量。

优化光遗传学
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量子光学研究所
的 Maria Leilani Torres 和 Alexander Heisterkamp

成本也会降低，并且可以将具有不同发射波长的
多个 SMILE 平台集成到一个由主软件控制的光学
设置中。

领导了一个使用我们 SMILE 平台的小组。在汉
诺威 NIFE 的光遗传学实验室，他们的团队采用

未来的机会

荧光成像，以高帧率捕获，使用钙敏感染料和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 SMILE 技术将在各种

CMOS 相机来可视化细胞中的钙波动。钙染料与

应用中得到部署。它在光遗传学中的应用（这里

在 590 nm 处发射的橙色 LED 结合使用，以确保

强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它的一大优势

激发不会影响视紫红质通道的活性。使用 SMILE

是它可以“开箱即用”直接使用——这对于基于

平台，细胞培养受到不同照明模式的刺激。图 5

激光的系统来说是不可能的。这里呈现的 SMILE

所示的一系列图像说明了九个微型 LED 如何触发

形式，被称为红星，并不适合所有用户。但鉴于

一波电活动。

我们对 microLED 的掌握以及我们在 SMILE 平台

通常，空间光调制器用于将用户定义的激发

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轻松地为客户量身定

模式投射到细胞培养物上。在执行这项任务时，

制这项技术。该解决方案现已上市，可以从小批

我们的 SMILE 技术提供了几个明显的优势。

量开始，这对早期采用者来说是一个不寻常但受

显著的优点包括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

欢迎的方面。

安装时间，该系统可以直接集成到现有的笼式系
统中 - 无需安排和配置额外的激光器。另一个优

根据第 952135 号赠款协议，SMILE 项目已

点是该软件易于使用，这部分要归功于每个用户

获得欧盟地平线 2020 研究和创新计划的资

都可以轻松访问的类似绘画的绘图模式。自定义

助。 更 多 信 息 可 通 过 qubedot.com 和 smile-

照明模式仅导出并再次导入。除了这些优势之外，

technology.eu 找到

图5. 右下角的九个
microLED 会触发从右
下角到左上角的电活动
波。箭头表示钙的流
动，由荧光钙敏感染料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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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激光光谱仪触手可及
作者 ：BROLIS SENSOR TECHNOLOGY 的 AUGUSTINAS VIZBARAS

传感应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要归功于光子芯片光谱仪，
它提供了台式实验室仪器的性能

红

势。很少或永远无法从单个数据点中推断出趋势。

机化合物的实验室技术。通过测量物质与红外辐

性。这项技术能够识别和量化许多不同的分子。

射的相互作用，这种光谱形式可以识别物质的成

虽然为每个分子调整数据算法至关重要，但从硬

分，确定化学物质的存在与否，并提供定量和定

件的角度来看，技术是相同的，因此是通用的。

性分析。当辐射指向一种物质时，被吸收的光子

因此，可以扩展技术，降低成本并提高采用率。

具有与分子特定的振动频率一致的能量。由于每

硬件的选择决定了成本、外形因素和性能。光谱

个不同的分子都有独特的分子特异性吸收光谱，

仪设计人员面临的另一个决定是所使用的配置

外光谱技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
一种有效的、被广泛采用的分析有机和无

因此可以识别物种并测量它们在样品中的浓度。

光谱学的另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的通用

（图 1 中显示了几个配置）。

从红外光谱中获得的巨大洞察力导致光谱仪

不同类别的红外光谱仪之间的关键区别之一

在许多应用中的使用。这项技术应用于生物医学

是用于波长识别的技术。这可以是静态的、动态

领域，用于分析生物体液、组织和药物 ；它被部

的，或者两者的组合。采用哪种方法会产生重大

署在工业领域，例如涉及化学品、生物反应器、

影响，影响许多系统特性，包括频谱功率密度、

石油化工和聚合物技术的领域 ；它在环境中受到

组件数量、功耗和占位面积。它们的值可能会限

重视，提供气体分析和污染监测等功能 ；它存在
于食品工业中，提供微量元素检测并揭示成分 ；
它还用于农业和兽医应用。
红外光谱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每个政府、
监管或工业实验室中都能找到它，它提供了一个
黄金标准。 请注意，仪器有多种形式，从通用台
式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到不同设计的
激光光谱仪和拉曼光谱仪。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高端工具都体积庞大而
且价格昂贵，限制了它们在实验室中的使用。 将
它们直接部署在现场会好得多，可以提供在线的
现场监控。然而，这样做成本太高了，无法更好
的控制处理过程，并实时识别与预期过程的偏差。
相反，当今天使用红外光谱仪时，它提供的结果
是离线的——通常是非现场的。
实时收集结果非常有益。除了提供即时反馈
外，它还揭示了动态 -- 也就是给定时间段内的趋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图1. 在透射模式中测量样品时红外光谱的基本原理。 方向包括：(a) 宽带光源和静态滤光器，
(b) 宽带光源和可调谐滤波器，以及 (c) 可调谐光源。
BB 是宽带光源的缩写，Sample 是样品，Filter 是光谱滤波器/波长鉴别器，D 是辐射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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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小型化的水平。

Light Source

Remarks

Type

GaSb/Si widely
tunable laser

Hybrid external cavity laser, all
electronic tuning. No moving
parts

Wafer Size

3-inch, transition to
4-inch

Brolis is moving to 4-inch platform
in the next 2 years

提供了较宽的发射光谱，但这是以低总输出功率

Growth Technology

MBE

Lattice-matched, mainly bulk layers

和低功率密度为代价的。移动镜干涉仪确保波长

Spectral Bandwidth

~120-140 nm/
channel

Currently limitation on
the silicon side. GaSb chips
provide over 400 nm of accessible
bandwidth. Future developments
should lead to extend the
bandwidth on silicon

Wavelength Span*

1850 – 2450 nm

GaSb can efﬁciently cover from
1700 nm to 3000+ nm. Standard
silicon works well up to 2500 nm

侧进行波长鉴别。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

Threshold current

20-50 mA

–

减少组件数量，并采用尽可能高的光谱功率密度，

Input threshold power

~ 50 mW

–

但存在与可调谐激光器相关的复杂性。 这可以是

Operating power
@ 0.2 mW output

~ 120 mW

Includes gain-chip, and thermal
tuner power

Output power

1-5+ mW CW

Free-space, off-chip.

SMSR

50 dB+

Limited by test instrumentation
noise ﬂoor

Tuning Speed

kHz range

–

典型的最先进的 FTIR 光谱仪的标价在 20,000
欧元到 70,000 欧元之间，
尺寸约为 1 m×0.6 m×0.2 m，
重量约为 30 kg。这些台式仪器具有一个或多个宽
带光发射器，如白炽灯或黑体辐射器。这类光源

辨别或过滤，而检测由单个光电探测器执行。
对于静态滤波，仪器设计人员可能会转向棱
镜或阵列波导光栅。这些光学元件在空间上分离
不同的波长，这些波长由单独的光电探测器检测。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波长可调激光器在激光器

外腔可调谐激光器的形式，用于最先进的光谱应
用，例如冷原子到气体传感，以及爆炸物和毒品
的检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方法的缺点是
激光器的高成本和复杂性，阻碍了这种精密仪器
在许多应用中的部署。

*Current BROLIS design. Upon need, can be extended.
表 1 (a) 用于芯片上 GaSb/硅光谱仪的光源（激光器）。

芯片光谱仪

Detector

Remarks

Type

GaSb based bulk
type detector. p-i-n,
nBn, or pBp

Very high quantum efficiency,
lattice matched

Wafer Size

3-inch, transition to
4-inch

Brolis is moving to 4-inch
platform in the next 2 years

动传感应用领域的范式转变。 12 个月过去了，我

Growth Technology

MBE

Lattice-matched, mainly bulk layers

们现在可以分享我们的最新进展，这些进展将我

Spectral Bandwidth

Broadband

Bulk absorber

们的技术推向了多个市场。

Cut-off Wavelength

1500 – 4000 nm

By design

Responsivity

1 – 1.5 A/W

–

在 立 陶 宛 维 尔 纽 斯 的 Brolis Sensors
Technology，我们正在使用基于 GaSb 的芯片来改
变这种现状——它们有望彻底改变传感市场。 一
年前，在本杂志 2021 年的第一版中，我们详细介
绍了实现芯片光谱仪的途径，该光谱仪有可能推

半导体技术以可规模化而闻名。在高度并行

10

0.5

的技术、低成本的潜力和极小的外形尺寸等优势

Detectivity

~10 cm*Hz /W

For 2600 nm cut-off

的推动下，使得可以广泛采用它。所有这些特性

Noise Equivalent Power

~10-12 W/Hz0.5

For 2600 nm cut-off

都适用于红外光谱—它具有在广泛应用中部署的

On Wafer Yield

95%+

For single pixel

巨大潜力，并推动从目前的场外实验室测试向实
时测量能力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点，光谱仪的

表1 (b) 用于GaSb/硅片上光谱仪的检测器技术。

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

Remarks

Type

Silicon-on-insulator*

Standard telecom platform

Wafer Size

8-inch (200 mm) and
300 mm

Available at least in several
industrial PIC foundries

Spectral Bandwidth

Up to 2500 nm at
least

For SOI, as tested at BROLIS

Node

160 nm

Depends on the exact platform
used

所有功能模块——包括光源、波长鉴别器或滤波
器以及检测器——都需要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基
于半导体的技术。
在红外线方面，III-V 族是生产光源和光电探
测器技术的理想选择，不同的材料更适合不同的
光谱区域。GaAs 和 InP 在从消费电子到数据通信
的市场中得到了很好的认可，而在实际的市场应
用中，GaSb 要么被忽视，要么很大程度上未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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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 Brolis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和比利时根特拥有所有内部硬件基础设施。 (b) 位于1欧分硬币旁边的PCB上的Brolis 4通道芯片激光光谱仪（左），以及芯片上系统的
特写镜头（右）。光学输出与芯片表面垂直。

发。然而，GaSb 在光谱学和传感应用方面具有最
大的潜力。
我们的方法涉及使用可广泛调谐的激光器，

列监控内部信号，例如激光输出和波长锁定程度。
对于我们的初始原型，我们生产了一个 4 通
道芯片，其占位面积仅为 5.6 mm2。该器件的光

通过将基于 GaSb 的增益芯片与硅光子集成电路

谱覆盖范围大于 400 nm（参见图 2）。增加或减少

的混合集成来实现，该集成电路包含所有波长调

通道的数量很容易，以使它们适合最终的应用。

谐、滤波和锁定块。在由分立的基于 GaSb 的光

我们选择了 4 通道配置来展示我们技术的前

电探测器或它们的阵列收集之前，将光信号发送

景，
因为这提供了一种适用于许多应用的光谱仪。

到被测对象。这些光电探测器的响应针对激光光

例如，涉及液体或组织等液相物体传感的应用需

谱仪的光谱进行了优化（有关技术平台的主要技

要较大的光谱带宽。 通常，200 nm 到 300 nm 之

术特征，包括必要的半导体成分，请参见表 1）。

间的带宽足以监测一个或多个吸收相同光谱区域

我们的芯片光谱仪的特点之一是将 GaSb 增

的分子。我们选择的光谱范围从 1850 nm 到 2450

益芯片边缘耦合到 PIC 侧的模式转换器。优化这

nm，可以覆盖各种分子，包括葡萄糖、乳酸、尿素、

种耦合并不容易，需要优于 0.5μm 的对准公差。

乙醇、乳糖、白蛋白、胆固醇、乳脂和乳蛋白。

我们通过胶水或焊料（例如 AuSn）进行集成来满
足这一要求。倒装芯片集成光电二极管的线性阵

此外，我们可以识别和监测大分子化合物，
因为它们具有特定的光谱形状。这包括胶原蛋白

Brolis 在立陶宛维尔纽
斯（Vilnius, Lithuania ）
和比利时根特（Ghent,
Belgium.）运行的所有
内部硬件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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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纯单模操作。当提供快速扫描时，仅需约
12 ms 即可记录约 300 nm 左右的图像，分辨率至
少为 0.3 nm。通过降低速度，可以通过额外的相
位控制提供完全连续的调谐，这可能是液体或多
气体传感或两者兼有所需要的。
我们的芯片光谱仪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其稳定
性和模式纯度。在 265 nm 带宽内的整个操作中，
边模抑制比保持在 50 dB 以上（见图 4）。这是任
何桌面系统或仪器都难以超越的。
我们的专利技术的其他特点是，在长时间的
不间断运行中具有出色的波长和功率稳定性（参
见图 5）。 在没有任何异常值校正软件的帮助下，
图 3. 落入Brolis光谱仪芯片带宽的不同分子的归一化吸光度。

我们在设定波长下实现了超过 99% 的相对功率稳
定性。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期间，波长稳定性（即

和胡萝卜素之类的物质（见图 3，图中显示了芯

设定波长与实际波长之间的准确度）为 97%。 同

片光谱带宽内的几种不同的分子）。请注意，通

样，大多数台式实验室仪器很难达到如此高的性

过使用两个通道，我们可以感知光谱上靠得很近

能水平。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来自一个很小的

的分子（参见图 4）。

芯片。这突出表明，我们拥有一项伟大的技术，

对于涉及光谱传感的应用，需要考虑 ：模式
纯度、扫描速度或速率、波长的稳定性以及给定
波长的功率稳定性。此外，对于手持、可穿戴或
电池供电的产品，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也很重要。

通过扩大产品范围，为大量应用提供服务，在推
进光谱学方面具有真正的潜力。
我们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它的额定功率——
主要是功率输出和功耗。重要的是要指出，没有

早在去年年初，我们就无法对与这些考虑因

通用的输出功率水平来区分什么是所有应用都可

素相关的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我们能够完

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相反，必须根

成的工作取决于我们技术的所有层面—从芯片、

据具体情况制定标准。然而，话虽如此，有些数

PIC 到集成的优化和成功组合。直到最近几个月，

字是可以定义的。根据我们自己的内部工作，我

我们才终于能够阐明这些答案可能是什么。

们发现大多数体外应用在使用我们的 GaSb 探测

我们最新的集成芯片光谱仪可在每个波长上

器时需要大约 0.1-0.2 mW 的连续激光功率。请

图 4. 分辨率为0.3 nm的2 道芯片激光光谱仪的光谱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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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是单模激光器的水平，与宽带发射器的
总功率不一致，而是应该与通常以功率 /nm 表示
的光谱功率密度进行比较。
控制芯片光谱仪功耗的是它的激光器。为
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消耗，其阈值电流应尽可能
低，因为这可确保在尽可能低的驱动电流下实现
工作输出功率。由于我们通常会达到 20 mA 到 50
mA 之间的阈值，因此我们可以在 100 mA 到 150
mA 的电流范围内工作，并使用大约 100 mW 的
输入功率。这种能力在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很有前
景——从植入式生物传感器到可穿戴设备、手持
设备和远程操作传感器。通过将低功耗、小尺寸

[a]

和单片设计相结合，我们的光谱仪可在较长时间
内提供稳定和简单、可靠的操作。

前方的路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产品以及它们将服务的应
用程序的开发寻求并行路径（参见表 2）。 从本质
上讲，我们的产品是“简单引擎”加上数据。对
于每个新应用，每个新分子都需要一个专门的应
用开发实验活动。由于这会给资源带来成本，我
们必须根据资源需求、市场机会和战略利益等因

[b]

素，慎重决定追求什么。
在奶牛场，光谱传感允许对个体奶牛进行关
键分子数据监测。这可以包括监测乳糖、脂肪和
蛋白质，并提供对生产力和畜群健康状况的洞察。
通过利用积累的数据模型，农民可以预见酮症、
乳腺炎和酸中毒等健康问题的发生。这些信息可
能会导致无抗生素治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离线损
图 5. (a) 被测的Brolis 芯片光谱仪。 (b) 芯片光谱仪的波长精度，在
近100万个波长的不间断扫描和14小时的扫描期间确定。没有任何
异常值校正的准确度至少为 97%。 (c) 在连续扫描近100万个波长
和 14 小时的扫描过程中，芯片光谱仪在波长波动下的相对功率。
功率稳定性优于99%。

[c]

表 2. Brolis 光谱传感器产品列表和市场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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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失。对于那些经营奶牛场的人来说，其他关键指标是牛奶的总量以
及牛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个体动物数据监控可以捕获所有这
些信息，并实现有效的牛群选择，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我
们的在线奶牛场传感器提供的性能数据参见图 6）
。
还有一些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高潜力的应用涉及血液。
我们的目标是研制一种体外手持式血液光谱仪，方法是研制一种
传感器可以来检测多种分子的，如葡萄糖、乳酸、胆固醇和尿素。
这种组合提供了对饮食、肾功能、疲劳和新陈代谢的有价值的见解。
我们打算在 2023 年底之前准备好一个上市前的原型，该原型将适
用于至少几种分子。在未来，我们还计划进行体内或非侵入式传
感。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将是一种非侵入性血液酒精（乙醇）传感器。
我们希望通过检测和监测其他分子的设备来跟进这一点（有关我
们体外和体内开发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图 7。）
牛奶和血液的光谱传感只是我们芯片技术能力的几个例子。
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产品紧随其后—因此，我们相信在接下来
的几年中，我们将展示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产品，在功能、外形
和适用性方面开辟出新天地。

[c]
图6. (a) Brolis在线牛奶分析仪。芯片光谱仪实时测量挤奶过程中牛奶
的成分。(b) 用于牛奶脂肪、乳糖和蛋白质的在线、流动、实时牛奶
分析仪的准确性。 (c) 牛奶分析仪一天的趋势数据与牛奶脂肪、蛋白
质和乳糖的实验室参考值进行比较。

图7. (a) 糖尿病患者的体外血糖预测准确度略高于 1 mmol/l 或 20 mg/dl。 (b) 动物研究中5天经皮血液乙醇检测的体内趋势。 1 permil 血液乙醇是可见的，并通过皮
肤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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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效的星载毫米波发射器
通过 Kassiopeia 项目，一个欧洲团队正在开发基于铱溅射栅极和新型缓冲
层技术的高效微波和毫米波放大器。

作者 ：JOACHIM WÜRFL，FERDINAND-BRAUN-INSTITUT IN BERLIN

在

过 去 的 十 多 年 里， 用 于 微 波 应 用 领 域 的

在效率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解决这个缺点，

GaN 晶体管和微波 / 毫米波单片集成电路

基于现有技术，从半导体衬底、外延、器件工艺、

（MMIC）的成熟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方面的改
进反映在技术水平上，工程师们现在可以将这些
器件应用到关键系统中。

我们团队正在通过一个名为 Kassiopeia 的项
目来研究这种方法，该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

面应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种情况下，GaN 器

始 实 施，Kassiopeia 是 Ka 波 段 MMIC 的 首 字 母

件的使用为轻型电子控制波束控制系统打开了大

缩写，使用新的外延、工艺和电路概念实现高效

门，这些系统由许多像素有源天线供电。

的 GaN 和 AlN 器件。我们获得了欧洲航天局的

弊，GaN 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灵活性和轻量，但其

化合物半导体

重要的。

在空间应用中部署分散的微波功率源是这方

此类系统的设计者需要考虑使用 GaN 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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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欧洲 Ka 波段有源天线高功率固态技术
的 ARTES 先进技术倡议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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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我们的项目目标，我们正在借鉴几

MMIC 的效率、功率密度、线性度和可靠性。成

个欧洲合作伙伴的专业能力。只有通过合作和随

功将来自于对当前技术的进行系统分析，来提高

后优化包含许多不同技术的器件，我们才能开发

器件效率、线性度和毫米波功率密度等参数。

出高效的微波和毫米波放大器。我们的目标是解
决自热效应问题，以及静态和动态损耗机制，因
为它们会对功率放大器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追逐目标
一些寄生效应仍然限制着基于 GaN 的 MMIC
的性能（最重要的寄生效应概述见图 1）。 通过

不同的角色

Kassiopeia，我们将开发和完善创新的技术概念，

我们项目的一个关键合作伙伴是外延晶圆供

以减少寄生效应，并将其与新的 MMIC 设计概念

应商 SweGaN。该公司以制造用于毫米波晶体管

相结合。我们的目标是展示 GaN 基 MMIC，在跨

的 GaN 外延堆栈结构而闻名。这些堆栈的特点是

越 17.3 GHz 至 20.2 GHz 的频段内工作，功率水

显著降低了器件中的热源和散热器之间的热阻， 平高达 43 dBm，同时提供 50 % 的功率附加效率
并基于专有的外延结构，可使色散动态效应降至
最低。这是一个专有的无缓冲外延方法的优点，
它确保了半绝缘 SiC 衬底的高效散热。
费迪南德 - 布劳恩研究所 (FBH) 在 Kassiopeia

和 15 dB 的噪声功率比。
我们的开发得到了创新加工设备和先进表征
工具的大力支持，这些设备和工具可在 FBH 获
得，这要归功于德国微电子研究院（Research Fab

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GaN 射频器件方面， Microelectronics Germany–FMD）框架内的资金支
其独特点是其铱溅射栅极技术，该技术将动态损

持。在进行这些开发时，我们考虑了将我们的技

耗 ( 即栅极滞后 ) 降低到仅 5%。这一低损耗值至

术转移到欧洲一家 GaN 制造厂的可能性。

少是相关机构的一半。其他属性包括高可靠性，

Kassiopeia 内 部 正 在 进 行 大 量 的 技 术 努 力，

这对星载器件尤其重要。更重要的是，FBH 在

以减少寄生电阻并增加位于器件通道区的热源与

GaN MMIC 设计、工艺和电路表征方面拥有良好

SiC 衬底之间的热耦合。所有的优化工作都涉及

的记录，这些测试都是欧洲设备最好的实验室之

到 FBH 的 4 英寸 GaN Ka 波段工艺线，采用铱溅

一进行的。

射栅极技术（见图 2）。

Kassiopeia 项目的另一个关键参与者是布里

在开发高性能微波功率放大器时，降低晶体

斯托大学的团队。他们拥有丰富的热模拟经验， 管膝电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确保了器件提供
同时拥有对有源 GaN FET 中热源温度分布的直接

的负载线的有效利用。对于高度缩放毫米波器件，

测量的技术。

总导通电阻可能由源极和漏极欧姆接触的转移电

Kassiopeia 的 总 体 目 标 是 全 面 提 高 Ka 波 段

阻决定。为了最小化该电阻，需要降低欧姆接触

图1. 通过Kassiopeia项
目，一个欧洲合作组织
正在追求整体的技术改
进，旨在实现高功率、
高效的Ka波段晶体管和
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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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X和Ka波段MMIC的FBH基线技术：(左)150 nm栅极，使用铱溅射技术完全共形覆盖栅沟槽；(右)采用源连接场板的空气桥式X波段功率单元。

电阻、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方块电阻以及总方块电

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寄生电容贡

阻 ( 参见图 1)。

献相对较低的高深宽比栅极金属化。其关键是创

影响接触电阻的因素包括接触的合金，以及
其下方半导体材料的质量、掺杂和带隙能量。为
了尝试调整接触电阻，我们正在研究通过局部离

新的电镀技术，利用 FBH 的溅射铱栅极工艺临时
提供电镀基底。
确保有效的功率放大和可靠的器件运行取

子注入增加 AlGaN 势垒掺杂的影响。注入后，我

决于晶体管热源和 SiC 衬底之间的热阻的降低。

们沉积并激活耐高温欧姆接触电极，其具有极其

为了优化从器件到衬底的热传递，我们采用了

精确的边缘敏锐度。由于这个属性，我们降低了

SweGaN 的 QuanFINE 缓 冲 技 术。 该 平 台 能 够

通道薄层电阻对总源电阻的贡献，从而进一步降

直接生长高结晶质量的外延叠层，在薄的 AlN

低了膝电压。

成核层顶部具有 GaN 通道（参见图 3，该方法

对金属栅条也进行了改进。我们正在努力提

与传统方法之间的比较）。使用 QuanFINE 缓冲

高其导电性，因为这将使毫米波单元的设计更加

技术的优点不仅限于其非常好的热耦合。而且，

灵活和高效。为每个单元模块引入更长的栅指——

AlN 背势垒可有效地将电子限制在沟道中，从而

这可以减少更多扩展单元模块的锥形损耗。为了

提高给定栅漏距离的击穿电压。我们很快就会看

图3. GaN微波晶体管标
准外延方法与Swegan提
出的QuanFINE概念的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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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利用微拉曼技术扫
描晶体管内部热源分
布。该技术可以从器件
的顶部进行扫描测量，
也可以通过打开的背面
金属化从底部进行扫描
测量。

到，最终的结果将是设计出具有更高功率密度的

采用这种方法，热建模基础得到迭代改进，最终

晶体管。

将会设计出良好的 Ka-band 功率模块。
为了在电路级别优化目标功率 MMIC，我们

把所有优势汇聚在一起
我们将使用所有讨论的技术来实现创新的功

的合作重点是进行低损耗的组合，以及 F 类、F-1
类和 J 类等高效、谐波调谐放大器概念的实施。

率模块的设计。这将使我们能够将更大的栅极外

这些概念提供了适当的谐波终止，并通过在晶体

围集成到一个晶体管单元中，从而提高相应的功

管中建立零电压交叉条件显著降低了晶体管损

率水平和功率密度。最终，这将导致更高的放大

耗。一旦这些新的功率模块经过优化，它们将被

器总功率，以及更大的线性度和带宽。

建模并应用到最终的 MMIC 中，所有改进都将在

更高功率密度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加剧局
部热量的产生。因此，必须考虑散热问题。在

FBH 的专业 4 英寸工艺和测试环境中实现、测试
和表征。

Kassiopeia 项目中，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索研

通过这些努力，Kassiopeia 将解决 Ka 波段

究，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人员带头并提供了对单

器件改进中的最重要方面。当成功之后，它将

元模块热设计的深刻见解。工作涉及热模拟，以

提供一条通往高效率的星载毫米波通信系统的

及使用可提供亚微米空间分辨率的微拉曼技术将

途径，这种通信系统特别适合未来的波束控制

这些结果与热特性进行关联（参见图 4）。

应用。

布里斯托尔的团队使用聚焦激光束从顶部或
底部通过背面金属的窗口对器件进行扫描。后一

欧洲航天局 (ESA) 在 ARTES 先进技术倡议框

种方向可以对场镀器件进行热器件表征。无论采

架内支持 Kassiopeia，该倡议涉及用于有源

用哪种几何形状进行测量，微拉曼特性都可以提

天线的欧洲 Ka 波段高功率固态技术 (https://

供晶体管热源的精确反映。这使器件技术和布局

artes.esa.int/news/artes-advanced- 技 术 工 作 计

的任何修改的热指纹都可以直接显示出来。通过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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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电子技术的发展与挑战
作者 ：罗宁胜 博士，CISSOID 中国总经理

宽

禁带化合物半导体具备先天的耐高温特性，

风险，以及几乎无法进行维护的事实，使得航天

能够实现原本硅基 IGBT 难以实现或根本

器对高可靠性的追求达到了极致。其次是航空领

不能做到的应用，因此将大大改变电力电子系统

域，飞机要求很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可维护性，

设计的格局，为设计工程师提供全新的拓展空间。

高温电子技术使得飞机发动机及其它部件的分布

本文综述了高温电子技术的发展状况、应用前景，

式控制成为可能，并对去除或简化其原有的、笨

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重且复杂的液冷和液压传动系统成为可能。特别
是在近期，随着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日趋成熟和

高温电子技术的发展
温度是普通硅基半导体器件的命门，过高的

子技术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进一步推动了

温度常常带来硅半导体的“温度载流子效应”和“结

石油和航空航天等传统高温应用的发展，而且还

温效应”。具体地讲，随着温度的升高，由于热

带动了高铁、电动汽车、移动储能等各类工业领

效应自然产生电子空穴对，硅基的本征载流子浓

域的新型高温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度不断升高，由此支撑半导体结工作的、最为重

化合物半导体

电子系统所面临的高温场景通常表现在两个

要的掺杂载流子浓度受到抑制，导致半导体结的

重要方面 ：第一，应用环境本身就是高温环境，

性能不断下降（温度载流子效应）。一般而言，此

例如，卫星和航天器面向太阳的一侧，或直接处

效应在 70℃开始就十分明显，升到 150-200℃范

在外星球表面的高温环境 ；再如石油钻探中的深

围时，硅基衬底的本征载流子浓度高到几乎完全

度地层环境 ；还有在飞机、火车、船舶和汽车系

导电，已经不再是“半导体”了 ；因此器件应用

统应用中，发动机、电动机及其周边的环境温度

时会产生很大的漏电流。另外，半导体器件中最

经常都在 150℃以上。第二，电力电子本身耗散

为核心的结构是 PN 结势垒，它是构成二极管和

功率导致的温升 ：所有电力电子，包括 MOSFET

MOSFET 的基础元素 ；然而，当温度升高到 150-

和 IGBT 器件本身，及基于它们构建的电源模块

200℃之间时，本征载流子浓度升高的程度，会使

及驱动模块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内部耗散功率，

得该 PN 结势垒消失而导致半导体性能崩溃（结

特别是在高功率密度的应用中。因此，热管理，

温效应）。

包括导热和散热设计，还有系统热力学监测及管

然而，应用的需求推动着业界不断尝试新的

制，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处置不当，电

半导体材料和结构，以突破普通硅基半导体器件

力电子器件自身发热带来的温升，会使得器件的

的温度瓶颈，由此也催生了电子学的特殊分支 -

寿命大为缩短，以致于非常可能在其服务时间内

高温电子学。

失效而发生危险。

最早对高温电子技术的商用需求是石油、天

因此，开发高温电子器件和系统应用会面临

然气等地质勘探和开采领域。钻探的环境温度

颇多技术挑战。这些挑战包括高温半导体集成电

随井深的增加而不断升高，平均的温度梯度为

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坚固的半导体器件封

3 ℃ /100 米。 超 过 5000 米 的 井 下， 温 度 视 井 深

装及电路组装，耐高温的被动元器件，还有从芯

可高达到 150℃、175℃，甚至 200℃以上。另外，

片到模块，再到电路板乃至系统级别的热管理技

航天领域对高温电子技术的需求表现得也很突出。

术。在深入研究和探讨高温电子技术之前，我们

航天器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发热使电子器件有可

先回顾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渊源。

能暴露于高温环境中，而航天项目的高成本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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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电子管）的。从六十年代开始，电子管逐渐被

分高温应用都是在普通高温范围 125-200℃，只

新型的固态器件所替代，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半

有在特别极端的情形下会涉及超过 200℃的特高

导体的“新型”电子器件。半导体晶体管是电子

温范围。例如，石油勘探中的超过 7000 米的特深

管的升级产品，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电子管。 井，另外，飞机发动机的传感装置附近常常能达
作为一种固态半导体的电子元器件，晶体管有着

到 300℃，甚至更高。

检测电波、整合电流、扩大功率、稳定电压等等

针对普通的高温范围 125-200℃，通过稍加

作用，使用的范围非常广阔，现在已几乎无所不

修改普通硅器件的结构设计、封装设计，或通过

在了。现在的晶体管有很多种类，比较常用的晶

适当的降额处理，普通硅器件的高温性能会稍有

体管有半导体三极管、电力晶体管、光晶体管、 改善 ；此类措施，也许能应付一些低负载的普通
双极晶体管、单电子晶体管等等，细分种类非常

商业应用 ；但是对于要求高性能、高可靠的系统

浩繁。比之于电子管，这些半导体晶体管都有着

应用，如石油勘探、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国防

功耗小、寿命长，而且体积小，不需要预热等优点。 装备等等，普通硅器件应用于高温环境，将使得
半导体晶体管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电子系统设

系统可靠性大为降低而至于不可接受。因此，需

计的格局，但晶体管一开始也受到热管理问题的

要全新的半导体器件设计来满足这些高温高可靠

困扰，特别是早期一些高功率器件，其自身的发

应用需求，这对半导体器件的设计和实现带来了

热常常会烧坏管体本身，对于应用系统而言，这

多重挑战。

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较之于半导体晶体管，

半导体器件多是通过复杂的、掺杂的物理和

电子管体积很大，在高温时较为容易散热，而晶

化学工艺流程制作而成的。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温

体管的体积很小，热密度高，如何高效地散热确

度是决定其可靠性、工作寿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实是一个挑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附加散热片或

一般而言，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温度越高，则工作

散热装置，如强制风冷或液冷系统 ；不过，电子

寿命越短，反映这一半导体温度 - 寿命关系的曲

系统的功率越大，所需要的冷却系统也就越大， 线即是 Arrhenius 模型（著名的阿氏模型，见下图
使得整体系统的体积和重量大大增加，且带来极
为繁琐的可维护性和可靠性问题。
无论采用何种散热手段，散热是需要有环境

1，来源 ：CISSOID）。
传统的普通硅基半导体的温度 - 寿命曲线在
两条彩色线范围（红色和青色）范围内。很明显，

温度梯度为物理条件的，当这种温度梯度条件不

当节温升到 100℃后，硅基半导体的工作寿命（对

具备时（其本身处于高温环境中），或是在某些系

数坐标）迅速缩短（温度载流子效应）；接近 150-

统应用中不能采用较大的冷却装置时，常规的半

200℃范围时，硅基半导体的寿命急剧下降（结温

导体晶体管器件自然就不能满足应用需求了。为

效应，导致锁闭 / 崩溃）。

了应对此类场景，人们引入了一种特定的工作模

基于这一机制，为了确认在某一温度下的器

式，称为降额，将性能限制在自身功耗较低的区域， 件工作寿命，我们通常需要进行加速老化试验，
尽可能降低功率器件自身的温升，以防止损害组

即人为地升温到某一较高温度下（或进行温度冲

件。但是，这种降额的方法使得系统的设计受到

击和电热联合功率循环），对目标器件进行“长

了极大的限制。

烤试验”，测试若干小时得到统计学意义的基础

高温应用的需求一直驱动着业界开拓创新型

失效数据，然后通过 Arrhenius 公式，来折算、换

半导体晶体管器件，即要求晶体管本身就能在高

算该器件在设定工作温度下的确保寿命。其实，

温下正常工作。目前，器件物理、材料科学、乃

对普通的硅基半导体器件而言，当测试温度超过

至制造工艺及相关应用迅速发展，高温半导体晶

125C°时，器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损坏，使得加

体管器件已得到长足的进步。基于普通硅基半导

速老化测试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体材料的温度局限，半导体行业一般将消费和商

目 前， 基 于 SOI（Silicon on Insulator， 绝 缘

业电子应用定标在最高 70℃，工业电子应用最

层上硅）的独特高温半导体技术，全面突破了

高 85℃，汽车电子应用最高 125℃，军工应用最

普通硅基半导体器件的温度困境，有效地消除了

高 150℃。基于这一温度定标，通常的高温是指

温度载流子效应和结温效应的影响，其高温工作

125-200℃，超过 200℃区域被称为特高温。大部

寿 命 可 达 约 15 年（ 最 高 结 温 175 ℃）， 或 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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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半导体温度-寿命关
系曲线(Arrhenius模型)

年（最高结温 225℃），又或约 2.5 年（最高结温

发散，似乎温度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对于

250℃），以及约 1.3 年（最高结温 280℃）等等 ；

面向太阳的一侧，环境温度可以高达 200℃，此

其规律是，近乎于每升高 25℃，寿命将约减少一

时问题就很严重了，器件寿命将会大大缩短，并

半 ；在 300℃以上时，SOI 器件也还有几千小时

因此影响了整个航天器的工作寿命。另外，对于

的工作寿命（图 1，来源 ：CISSOID）。

着陆型航天器而言，外星球的温度也许会很高（例

另外，一些宽禁带化合物半导体（例如 SiC，

如，月球表面白天的温度可达 127℃）。这样，较

GaN 等等），天生具有卓越的高温性能，其工作

高的环境温度使得器件通过向外辐射制冷的机制

温度已被实验证明可达 500℃，甚至更高。

会基本失效，电力电子器件本身的发热就会使器

总而言之，特种 SOI 半导体技术和宽禁带化

件的工作温度不断上升至 175℃、200℃甚至更高，

合物半导体技术的结合，是现代高温电子技术的

从而加速了器件的老化，缩短了器件工作寿命，

核心支撑。目前，二者的联手已经实现了许多尖

进而缩短整个航天器的工作寿命。

端的应用，后续还有很多日益明显的应用潜能。

通常在对传统普通硅基半导体器件进行筛选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高温电子技术的现状、发

时，只要求测试到 125/150℃、1000 小时（极为

展和挑战，以及相关应用的关键问题。下一节，

罕见测到 175℃、1000 小时）而已，这也带来了

我们将对高温电子技术的应用及其发展，作一个

可靠性问题的极大隐患 ：一方面，如果由于器件

综述。

自身发热使实际工作温度可能会高出 125/150℃ ,
这样可保证的寿命就会从 1000 小时缩短到几百

高温电子技术的应用
高温电子技术是电子技术中特别尖端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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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另一方面，所测寿命 1000 小时也只是一
个平均值而已，对单个器件而言也许会或左或右

之一，其最早的尖端专业应用需求来源于航天。

偏离该值，左偏的结果即是寿命只有几百小时。

传统普通硅基半导体器件所面临的高温困境，在

由于短板效应，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将取决于其最

航天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 ；航天项目的高成本和

为薄弱的器件的可靠性，而传统普通硅基半导体

高风险，以及几乎无法进行维护的事实，使得航

温度性能的局限又使得设计冗余严重不足，这样

天器对高可靠性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一般而言，

可能会导致系统的实际可靠性低于设计指标。因

航天器运行的外层空间环境温度均值为 -195℃，

此，航天领域一直在极力追求高可靠的耐高温半

此时电力电子的发热，能够通过热辐射方式有效

导体器件，其保证可靠性的选件指标已不再是

2022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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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50℃、1000 小时了，而是如上图 1 所示的

动结温从目前的 150℃迈向 175℃，未来将进军

高达 300℃以上的全温度寿命曲线。

200℃。借助于 SiC 的独特耐高温特性和低开关

最早对高温电子技术的商用应用需求是石

损耗优势，这一结温不断提升的趋势将大大改变

油、天然气等地质勘探和开采领域。钻探的环境

电力系统的设计格局。这些典型、未来的高温、

温度随地层深度的增加而不断升高，平均的温度

高功率密度应用将能够实现，包括深度整合的电

梯度为 3℃ /100 米。超过 5000 米的井下，视井

动汽车动力总成、多电和全电飞机乃至电动飞机、

深可高达到 150℃、175℃，超过 7000 米甚至可

移动储能充电站和充电宝，以及各种液体冷却受

达 200℃以上。而近年来，世界最大钻深记录已

到严重限制的电力应用。

达约 13000 米，井下温度已超过 300℃ ；中国的

电动汽车的动力总成（电机、电控和变速箱）

最大钻深记录为 8588 米，井下温度也已超过了

已走向三合一，但目前仅仅是在结构上简单堆叠

200℃。地层钻探分深浅、随钻和测井、陆地井

在一起，属于弱整合。根本原因在于不同部位有

和海上井等不同任务，对器件的可靠性的潜在要

不同的温度控制需求，例如，电机一般长期工作

求稍有不同。一般深度井、随钻作业、海上钻井

耐受温度可达 150℃左右（特殊高温电机可达更高

因器件失效而停机所导致的成本代价极其高昂，

额定工作温度）
，而电控箱一般长期工作耐受温度

因此追求最高可靠性的半导体器件。特别是近几

只有 70-85℃左右，这即是目前普通硅器件能够保

年发展起来的页岩层斜井 / 水平井钻探技术，以

证长期工作的温度范围。然而，耐高温 SOI 驱动

及“最大油藏接触技术”要求的“根系状井道”，

器件和电路匹配碳化硅功率模块却能突破这一技

对钻头钻探方向控制、随钻测试及相关井下作业

术瓶颈，
并将给电动汽车设计带来新的突破。首先，

的复杂操作，其传感器和执行器都需要大量的高

可使电控箱的控制温度与电机的控制温度相匹配，

温高可靠半导体器件所构成的电路来支持。

这样有利于与其深度整合，简化冷却系统的布局，

在航空领域，由于飞机在空中无法进行维护

例如使用合并的油基液体同时冷却电机和电控，甚

和检修，如果在空中出现故障，所导致的结果是

至在某些中低功率的电动车上完全放弃液冷，而

灾难性的，因此航空领域对高温半导体器件的需

采用自然风冷。总之，未来在结构上，动力总成

求也类似于航天。飞机对高温电子技术的需求主

的深度整合是必然路径，因为，这样可能使体积

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飞机发动机周边环境温度可

减少约三分之一，重量减少约三分之一，内耗减

高达 300℃以上，或是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由于

少约三分之一，并有可能使总成本压缩 2 至 4 倍。

与空气摩擦使飞机表面温度可高达 200℃以上，

相应在飞机领域，传统飞机中控制尾舵、机

在这些位置附近进行传感信号采集和对相关发动

翼、起落架等的机械动作都是靠经典的液压传动。

机或其它装置实时控制，特别是实现先进的分布

液压油作为液体，受环境影响很大并且维护成本

式执行控制时，高温器件的支持必不可少 ；另一

很高，目前已趋向于部分或全部的电气化，此即

是飞机自身的电力电子设备受其自身发热影响会

多电和全电飞机的概念。在飞机上采用电机替代

温度升高，飞机出于体积重量及可靠性的原因往

液压油路实现机械操作，可靠性高、可维护性强，

往不能配备液冷装置，因此对其电力电子器件的

且方便冗余备份设计，还可以大大减小部件的体

高温可靠性要求也很高，这样才能保证其电力电

积和重量，这对飞机本身尤为重要。然而，最大

子部件能承受器件本身发热导致的高温，而且还

的困境是飞机上的电机和电控不充许配备液冷，

要能达到超过 10 年以上的寿命。

只能依靠强制风冷和自然背板散热冷却，因此，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如 SiC）的日趋成熟和

实现多电或全电飞机、乃至电动飞机的电控设计，

大规模商业应用给高温电子技术的普及带来了

需要率先面对的重大技术挑战即是高温。耐高温

新的活力。Yole Development 的市场调查报告表

SOI 驱动器件和电路匹配以碳化硅功率模块，为

明 ( 图 2)，自硅基功率半导体器件诞生以来，应

解决这一航空领域的技术难题铺平了道路。此外，

用的需求一直推动着功率器件的应用结温的升

电机取代传统液压传动的技术方向不仅仅应用在

高，目前已达到 150℃。随着近几年第三代半导

飞机上，在坦克、舰船及各种工程机械的各种设

体器件（如 SiC）的迅猛发展，由先进的新型应

备中也被用到，特别是当体积和重量受到限制，

用设计所推动，其独特的耐高温性能正在加速推

或是需要更快速的机械反应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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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闭 / 崩溃。然而，在芯片制造方面，SOI 工艺线
与普通硅工艺线所需设备和工艺有很多不同之处，
因此需要到具备 SOI 工艺条件的晶圆厂才能生产，
国际上 SOI 产线相对较少而受到一定的局限。
在高于 300℃时，SOI 器件的漏电流也足够
大得使其半导体性能极度衰弱而难以使用。在这
一超高温区，就必须采用宽禁带化合物半导体材
料了，如 GaN,SiC 等等，其中尤其以 SiC 的耐高
温性能最佳。在芯片制造方面，SiC 与硅基器件
的原理相似，但 SiC 无论是材料还是器件的制造
难度，都明显高于传统硅基半导体，其中大部分
的难度都是由 SiC 材料高熔点和高硬度所需特殊
工艺带来的。
图2. 法国技术市场趋势
调查公司Y O L E对功率
器件结温的预测

还有许多其他的应用场景，例如，随着电动

SiC 器件的生产环节主要包括衬底制备、外

车大规模普及，半移动式储能充电站和全移动式

延生成、器件制造及封测四大步骤。其中，衬底

充电宝将可有效地填补固定式充电在某些场景下

制备不仅是各步骤中难度和价值量最高的环节，

的缺失。对于这类移动充电应用，液冷机构将不

也是成本最贵的环节。这些难点包括 ：一、对温

仅带来额外重量体积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它消耗

度和压力的控制要求高，其生长温度在 2300℃以

自身携带的存储电能，因此，采用自然冷却才是

上 ；二、长晶速度慢，7 天的时间大约仅可生长

佳径。当然，前提是必须妥善处理好电控系统热

2cm 碳化硅晶棒 ；三、晶型要求高、良率低，只

管理的问题。

有少数几种晶体结构的单晶型碳化硅才可作为半

除了上述三种典型的新型高温应用外，在许

导体材料；四、切割磨损高，由于 SiC 的硬度极大，

多特种工业应用中，液体冷却受到严重限制时，

在对其进行切割时加工难度较高且磨损多。昂贵

电控系统将面临同样的高温挑战。耐高温的电控

的时间成本和复杂的加工工艺使得碳化硅衬底的

技术是实现以上高温应用的关键，其核心技术是

成本较高，限制了碳化硅的应用放量。此外，晶

SiC 功率器件的高温封装技术，和与之相匹配的

片尺寸越大，下游器件的制造效率越高，单位器

基于 SOI 的高温驱动芯片和电路技术。总之，随

件成本越低，但对应晶体的生长与加工技术的难

着第三代半导体（如 SiC）功率半导体器件的日

度相应加大。近两年由于特斯拉的带动使 SiC 进

趋成熟和普及，其固有的耐高温性能与基于 SOI

入了电动汽车市场而需求大增，促使生产技术和

的高温半导体器件是非常理想的搭配，可使得

规模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同时器件的价格也下降

SiC 功率器件的性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使高功率

了许多。目前，国际和国内的碳化硅晶片厂商主

密度和高温应用成为可能，由此必将大大改变电

要提供 4 英寸至 6 英寸碳化硅晶片，Wolfspeed、

力电子系统设计的格局，为设计工程师提供全新

II-VI 等国际龙头企业已开始投资建设 8 英寸碳化

的拓展空间。

硅晶片生产线。
完成高温半导体裸芯片制造之后，接下来的

高温电子技术的挑战
高温电子技术所面临的挑战首当其冲是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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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即是高温封装设计和工艺实现，高温电路组
件焊接和组装工艺等各个方面。封装材料和相应

温的半导体芯片。针对普通高温范围 125-200℃，

制造工艺的选择非常重要，必须保证在很宽的温

采用 SOI 半导体芯片则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高温

度范围内（例如 -55℃至 +225℃及更宽范围）长

区段的应用需求，甚至可达 300℃。SOI 半导体

期可靠地密封以保证耐候性。另外，封装本身的

技术由于采用了绝缘体夹层和其他特殊器件结构，

导热性设计也是一个额外的关键性问题，它代表

很好地规避了因温度升高使本征载流子浓度增加

着扩散半导体器件中自身功率损耗产生热量的难

而导致漏电流的增加，也很好地规避了因温度升

易程度，高的热导能力可防止器件的工作温升出

高使有效结性能大幅减弱的结温效应而导致器件

现超标的危险，使得管芯结温不至于升得太高

2022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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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损坏管芯（一般确保结温只高出环境温度 15-

氟聚合物等等材料都在研究和考察之中。

25℃左右为适宜）。另外则是封装材料和工艺的问
题，最好的塑胶材质只能保证最高达 175℃，超
过 175℃ 就必须采用陶瓷和金属材料，还必须有

总结
石油钻探、航空航天和国防装备等的恶劣环

相应的封装制造工艺相配合。新型的管芯连接材

境应用需求催生了高温电子学，其核心技术包括：

料和焊料必须耐受高温，而不会融化或产生剥落。

SOI 半导体技术和宽禁带化合物半导体技术，高

在高温下的金属间连接容易受到影响，普通的焊

温封装和组装技术，耐高温被动元器件，器件、

线方法很容易产生空洞而减低连线强度、增加连

模块、电路乃至系统的热管理，以及与应用相关

接电阻，最终导致连接失效。金属化工艺也必须

的高可靠性测试，例如，密封性、加速、应力、

根据高温情况来量身定制，以避免因电迁移的影

粒子损害、振动、冲击、热循环、稳定热烘烤、

响而产生空洞。针对高温封装需求，采用新材料

高温工作寿命等等。与普通硅半导体的生产和应

和新的制备方法，各种工艺因素都要验证，例如，

用规模相比，高温电子目前仍然是较小的市场，

耐高温树脂改善机械应力，陶瓷或有机基板在高

且属于尖端的应用范畴。

温下要有足够的黏合强度，无铅焊锡必须在高温
下不疲劳，等等。
最后，针对高温应用，高温半导体器件也需

然而，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已日趋成熟和大
规模商业化，并且在几乎所有电力电子领域，如
电源系统，动力驱动系统，电网送电及储能等等，

要有相应耐高温的被动元器件来配合，如电容和

SiC 都以其高效率等卓越性能而将逐步全面取代

电阻等。耐高温的电阻材料相对较为容易找到，

基于硅的功率器件，而进入电动汽车、轨道交通、

例如，基于钽金属、氮化钽、钛金属、二氧化锡、

船舶、太阳能、风能、电网及储能等等应用。用

镍铬合金、铬 - 氧化硅陶瓷等材料的薄膜电阻都

碳化硅功率器件替代硅基 IGBT 的初始益处是减

能在超过 200℃工作，基于钌银合金和钯银合金

小体积、提高效率 ；更为重要的进步，将是充分

的厚膜电阻的工作温度也能超过 200℃。因此，

发挥碳化硅的高温性能优势，从而能够实现原本

被动元器件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合适的高温电容的

IGBT 难以实现或根本不能做到的应用，为系统

材料，特别是制作要求体积小、热稳定性好、能

应用设计者提供全新的拓展空间。这特别反映在

量密度高的耐高温电容，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

两个重要方面 ：其一，高功率密度应用，其所导

容性元器件的电容值和耗散因数一般随温度升高

致的温升，使得器件耐温能力的选择和热管理系

而变化很大。然而，
在许多电机和功率开关应用中，

统的设计尤显重要 ；其二，高温环境应用，通常

我们又特别需要若干 uF、甚至更大容量的电容。

是指没有液冷条件的应用，更加考验器件本身的

传统的陶瓷电介质材料具有一基本特性，电

耐温能力及其高温工作寿命。

介常数较大的材料，其随温度和电压变化的电容

宽禁带化合物半导体（如碳化硅）器件的本

值稳定性即会较差。为追求温度稳定性可采用温

质特性之一是耐高温，其管芯在完好密封条件下

度补偿型电容器，如 C0G 或 NP0 类陶瓷电容，其

可在 500℃乃至更高温度下正常工作 ；要使碳化

具有较理想的电容温度系数，电容值随温度的变

硅功率器件在高温下运行，当然必须配备与之耐

化保持高度的稳定，而且老化性能衰退也较小。

温相当的驱动器件及电路。这样，随着 SiC 功率

然而，这类电容器常常是采用电介常数较小的钛

半导体器件的日趋成熟和广泛普及，其固有的耐

酸盐混合物来制作的，不宜于做大电容值电容器。

高温性能与基于 SOI 半导体技术的驱动器件是非

另一方面，常用的陶瓷电容器（如 X7R）
，其材料

常理想的搭配，可以充分发挥 SiC 功率器件的性

钛酸钡是一种具有大电介常数的铁电体材料，但

能，使高功率密度和高温应用成为可能，必将大

它随温度的增加的电容值变化范围较大，而且在

大改变电力电子系统设计的格局。

高温时有明显的漏电流使电容无法保持充电，因

总之，高温电子技术，涉及到基础材料、先

此不能为高温应用所接受。电容器制造商一直在

进半导体工艺，以及极限封装、组装技术等，将

积极寻找新型材料，期望能实现高电容值的同时

随着 SiC 的普及和大规模应用而全面进入电力电

又能保持温度稳定性。目前，
各种玻璃，
玻璃 - 陶瓷，

子的各个领域，将是一门越来越受重视的、跨界

乃至高温塑料，如丙烯酸酯，聚酰亚胺，以及含

的前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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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衬底 GaN 基纵向功率器件 ：
高性能与低成本的完美结合
作者 ：郭小路，钟耀宗，周宇，陈昕，闫书萌，刘建勋，孙秀建，孙钱 *，杨辉
1.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纳米器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苏州，215123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学院，合肥，230026

与

Si, GaAs 电子器件相比，GaN 电子器件因为能提供更

外延材料

高的击穿电压、更快的开关频率已经展现了巨大的应

由于 Si 与 GaN 之间存在较大的晶格常数失配和热膨胀

用优势，以 HEMT 为代表的硅衬底 GaN 横向功率器件已经

系数失配，硅衬底 GaN 材料往往位错密度较高，厚层高质

走进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在消费类电子领域大放异彩，如快

量材料生长较为困难。与横向器件工作特点不同，横向器件

充头。然而，GaN 横向功率器件的性能，特别是动态特性， 工作电流垂直于位错方向，而纵向器件工作时，电流方向与
容易收到材料缺陷的影响，导致了器件动态导通电阻的变

位错方向同向，这加剧了器件的关态漏电。因此，降低硅衬

化，降低了器件的长期可靠性，而纵向结构的 GaN 功率器

底 GaN 材料的位错密度是提升纵向硅衬底 GaN 功率器件性

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与横向器件相比，由于电场被转移到

能的关键方向。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所的孙钱团队一直致力

器件体内，GaN 纵向功率器件能实现更高的功率输出密度、
更高的反向耐压、更好的可靠性。相关的自支撑衬低的 GaN

于硅衬底 GaN 材料的外延生长，其通过应力缓冲层的设计，

纵向功率器件已经实现了许多非常优异的性能，如 800 V 无

其不仅实现了厚层无裂纹的硅衬底 GaN 材料的生长，而且

动态电阻退化效应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降低了材料的穿透位错密度。如图 2 为漂移区为 3μm 厚的

Diodes, SBDs），1200 V 级别的 PN 二极管和场效应晶体管。

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的外延结构，GaN 材料的穿透位错密

目前 GaN 自支撑衬底的晶圆直径以 2~4 寸为主，且价

度为 1.6×108 cm-2，达到目前的先进水平。

格昂贵，2 英寸 GaN 自支撑衬底的价格约为 50$/cm2。与自

除了厚层高质量材料的生长，外漂移区载流子浓度的控

支撑衬底相比，硅衬底的衬底更低，晶圆直径更大，8 英寸

制对纵向功率期间按至关重要。对于高压 GaN 纵向功率器
件，低至 1016 cm-3 的净载流子浓度（也即自由电子浓度）是

2

硅衬底的成本低于 1$/cm 。
理论上，硅衬底 GaN 纵向功率器件可以实现硅的低成

常常需要的，然而，基于大规模商用 MOCVD 的异质外延

本和 GaN 材料的高性能，然而实现上， 理想的器件性能常

技术，许多背景杂质会影响理想载流子的实现，特备是碳（C）

常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高质量的硅衬底 GaN 厚层材料

杂质和硅（Si）杂质，其中 C 杂质会捕获电子而降低降低

和优异的器件方案。后面将从外延材料和器件设计方面来讨

自由电子浓度，而 Si 杂质提供了电子，因此，为实现了较

论实现理想性能的方案。

低的净载流子浓度的掺杂，孙钱课题组课题组通过通过条件

(a)

(c)

(b)
GaN

AlN

Si

图1. 不同晶圆直径的宽禁带半导体的晶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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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aN
2 μm

1 μm

2 μm

图2. 漂移区为3μm厚的硅衬底GaN纵向SBD的外延结构材料的表征：
（a）为截面TEM图；
（b）为CL-mapping图；
（c）AF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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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VD 的关键生长参数，如 ：压强、温度、生长速率，降
低了 C、Si 杂质的浓度，如图 3(a)-(c) 所示。如图图 3(d) 所
示，基于 MOCVD 生长时提供的硅杂质浓度（用于提高电子）
与生长出来的外延片的测试得到的净载流子浓度十分接近，
这表明实现了重复可控的载流子掺杂，为后续高性能器件奠
定的良好的材料基础。
由于快的反向恢复速度和低的开关 / 导通损耗，SBD 成
为了重要的功率器件，而器件反偏时阳极金属电极边缘的电
场拥挤效应常常 SBD 器件的反向漏电，降低了器件的反向
耐压，而优异的终端结构可以克服这一效应。孙钱团队在实
现了高质量厚层外延材料生长、漂移区载流子的精确调控
后，结合其开发的氩（Argon）注入终端（Argon implanted
termination, ArIT），实现了第一只 400 V 级别的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起家的结构示意图如 4 所示。
器件的正向电学特性如图 5 所示，其中带终端的 SBD
器件记为 ArIT-SBD，而无终端结构、作为对照组的 SBD 记
为 Ref-SBD (Reference SBD)。 根 据 物 理 公 式，Ref-SBD 和

图 3. 受（a）压强、
（b）温度及（c）生长速率影响的C、Si杂质浓度，
（d）Si杂质浓
度（SIMS测试数据）与净载流子掺杂浓度的关系。

(a)

100 μm

ArIT-SBD 的最低理想因子分别为 1.03 和 1.04，1.03 非常接

ArIT

近于理想的肖特基接触条件下值为 1 的情况，在公开报道的
同类型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中数值最小，可与部分的
自支撑衬底 GaN SBD 器件相比拟。在 -1 V 的反向偏压下，
-7

Ni/Au

18 μm 2 μm

(b)

Cathode

ArIT

n--GaN 3 μm
Anode

Ti/Al/Ti/Au

-2

器件的反向漏电低至 1×10 A/cm ，因此两种器件都实现了

n+-GaN 1 μm

Implanted GaN

10

高电流开关比达 10 ，与目前报道的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n++GaN

器件水平相当。低的理想因子以及高的电流开关比可以归
结于低缺陷密度和背景杂质的高质量硅衬底漂移区的外延

图 4.（a）器件的结构示意图及其（b）SEM图

技术，以及低界面态的金 - 半界面。如图 3.15(b) 所示，在

从 1.5 MV/cm 提升到 1.99 MV/cm，就所知的，在已报道的

正向偏压为 2.5 V 时，Ref-SBD 和 ArIT-SBD 的输出电流密

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中，制备的 ArIT-SBD 实现了最

2

2

度分别为 1000 A/cm 和 700 A/cm ，在 +2 V 时提取的微分
2

2

导通电阻 Ron 分别为 1.41mΩ·cm 和和 2.22 mΩ·cm 。

高的反向耐压和临界击穿场强。而且，接近 2 MV/cm 的临
界击穿场强已经接近最先进的自支撑衬底 GaN SBD。

器件的反向 I-V 特性曲线如图 6 所示，两种器件的反向

图 7 为孙钱课题组制备的 SBD 器件与其他已报道的

I-V 特性曲线如图 3.18（a）所示，Ref-SBD 器件的耐压高于

GaN 纵向 SBD 性能的比较，从图中可看出，制备的 ArIT-

250 V，在已报道的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中已属于比

SBD 器件实现了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的较大进步。

较高的指标，氩离子注入终端提升器件的耐压到 405 V。对
于 SBD 器件而言，器件击穿时的金 - 半界面的电场称为临
界电场 EC ，通过相关的计算，氩离子注入终端使器件的 EC

图 5. 制备的SBD器件的正向电学特性曲线。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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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图 7 中可看出，与自支撑衬底 GaN SBD 相比，

图 6. 制备的两种器件的（a）反向特性曲线及其（b）计算得到的纵向电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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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 衬 底 GaN
SBD 的 反 向 耐
压 还 较 低， 且
器件反向漏电
较 大， 漂 移 区
材 料 的 厚 度、
杂质浓度和器
件的工艺及结
构对器件的关
态电学性质都
有 影 响， 那 么
影 响 GaN SBD

图 7. 制备的SBD器件与其他已报道的GaN纵向SBD性能
的比较。

关态载流子输运机制及高压击穿机制的本质因素有哪些呢？
基于制备的高性能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对不同温度
的电学测试曲线进行分析，对照组 SBD 器件的载流子输运
特性得到揭示，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看出，随着反向偏压

图 8.（a）不同温度下的对照组SBD（Ref-SBD）的变温I-V曲线；基于不同的电压
范围，得到的载流子输运机制，随着反向偏压的增加，依此为（b）Ⅰ区的热场发
射模型，
（c）Ⅱ区的变程跳跃传导模型，
（d）Ⅲ区的缺陷辅助隧穿模型。

的升高，器件的主导的载流子输运机制发生了变化，实际上， 向耐压，这表明器件反偏时的电场拥挤效应得到了有效的抑
这种电子输运行为的变转变被认为与位错或 C 杂质相关的

制，实际上，电场拥挤效应导致的强的峰值电场会导致电子

体缺陷，而反向偏压改变了缺陷与到导带底的横向距离，进

的缺陷辅助隧穿行为。而带离子注入终端后，电子的运动过

而改变了电子的输运规律。

程受带点缺陷的影响，此时，已经不再明显得受电场拥挤效

通过类似的方法，带氩离子注入终端 SBD（ArIT-SBD） 应影响了。也即，无终端器件的电子输运机制受体材料和电
器件的变温电学分析如图 9 所示。如图 9(c) 所示，器件主

场拥挤效应影响，而带终端器件主要只受体材料影响。而电

导的电子输运机制依然使变程跳跃传导模型，而在器件快要

场拥挤效应的抑制往往与器件的结构、工艺有关，因此，要

击穿时，器件主要的主导漏电行为变为空间电荷限制传导

降低器件反向漏电，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解决，如图 11 所示。

(Space-Charged-Limited-Conduction, SCLC) 模型。有、无终端

从图 11 可看出，要降低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的反向漏电、

的硅衬底 GaN SBD 的电子输运机制的对比分析如图 10 所示。 提高器件的反向耐压，一方面要降低器件的体缺陷，另一反
从图 10 中可以明显得看出，硅衬底 GaN SBD 器件的
主导漏电机制为 VRH—变程跳跃传导模型，此种电子输运

面，要抑制结边缘的电场拥挤效应，这就需要高性能的终端
结构。

机制受体材料缺陷的影响。带终端的器件实现了更高的反

终端工艺
氮 (N) 离 子 已 经 广 泛 用 在 了 GaN HEMT 的 器 件 隔 离
中，且其已经作为高效的离子终端应用在了带雪崩能力的
GaN PN 二极管中。另外，与传统的离子注入终端相比，离

图 10. Ref-SBD和ArIT-SBD器件漏电分析的总结。

图 9. （a）不同温度下的带终端SBD（ArIT-SBD）的变温I-V曲线；测量的反向
I-V特性曲线及其基于（b）SCLC模型和（c）VRH模型的拟合数据 （d）高反向
电压下的SCLC模型，遵循J∝Vn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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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影响硅衬底GaN纵向SBD器件载流子输运的主要因素及其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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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a）带N离子注入保护环终端的硅衬底GaN纵向SBD的示意图；（b）基于水
银CV提取的漂移区的净载流子浓度；
（c）器件保护环结构的SEM图；
（d）N离子注
入的注入策略的仿真结果。

图 13. 受保护环数目影响的器件的反向电学特性：（a）I-V特性曲线；（b）硬
击穿时器件击穿电压和反向漏电的关系；（c）器件击穿电压值的统计数据；(d)
有、无保护环终端的SBD器件的变温I-V特性曲线。

子注入保护环可实现更佳的终端性能，基于此，孙钱团队在
TCAD 软件仿真的基础上，设计出性能优质的 N 离子注入
保护环 (guard ring, GR) 结构，如图 12.(a) 和 (c) 所示。
从图 13(a) 和 (b) 中可看出，无保护环的 SBD，其反向
耐压在 250 V 左右，而随着保护环数目的增加，器件的反
向耐压提升，当保护环数目为 7 时，器件的耐压超过 600
V，同时，保护环终端提升了器件反向耐压的均匀性，如图
12(c) 所示。同时，器件在在 175 oC 和反向 380 V 的偏压下，
器件仍能正常工作，这表明了 N 离子保护环的高的热稳定性，
如图 12.(d) 所示。
器件的击穿形貌如图 14 所示，从图 14(c) 中可看到，
无终端 SBD 器件展现了典型的结边缘击穿，这由电场拥挤
效应导致的峰值电场导致。而带个保护的 SBD 器件，实现

图14. 无保护环结构器件的击穿形貌：（a）光学显微镜图 （b）微分干涉显微镜
图 （c）3D等高图；带保护环结构器件的击穿形貌：（e）光学显微镜图 （f）微
分干涉显微镜图 （g）3D等高图。

了理想的非肖特基结边缘击穿，如图 14(g) 所示。实际上，
对于成熟的 Si、SiC 功率器件，其器件击穿或失效位置常在
有源区也即非结边缘，这意味着开发的 N 离子注入保护环
实现了理想的抑制结边缘拥挤电场的作用。
器件的正向电学特性如图 15 所示，从图 15(a)-(b) 中可
看出，N 离子注入保护环并没有使肖特基结的开起过程发生
退化，只是略微增加了器件的导通电阻 ；同时，有、无保护
环结构的 SBD，其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几乎相同，这进一

图15. 有、无离子注入终端器件正向IV曲线:（a）对数坐标图 （b）线性坐标图
（b）两种器件Ron的变温特性。

步表明了 N 离子注入保护环的热稳定性较好。
如图 16 所示，与目前已公开报道的 GaN SBD 的器件
性能相比，制备的带 N 离子注入保护环器件实现了硅衬底
GaN SBD 中最高的反向耐压，达到部分自支撑衬底 GaN
SBD 的耐压范围，同时，制备的 SBD 器件的 BFOM 值为
0.26 GW/cm2，达到了部分自支撑衬底 GaN SBD 的范围，这
图16.制备的器件与
自支撑衬底的肖特
基结器件及硅衬底
的S B D器件的性能
的比较。

充分地表明，只要在外延材料和器件工艺上同时进行优化，
硅衬底 GaN 纵向 SBD 器件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性能，这为纵
向硅基 GaN 功率器件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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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子点激光器的改进
增加至少一个数量级的量子点密度可以保证以较低的阈值电流下获得更快的激光器。

一

个来自日本的研究小组声称，通过提高激

该异质结构的 X 射线衍射测量表明，缓冲层

光中量子点的密度，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

中的不均匀含量在 12%~14% 之间。根据原子力

领域，可以用于光网络和生物医学测量系统。

显微镜，这些点的密度为 5×1011cm-2。该团队归

通过将量子点密度提高至少一个数量级，东
京电子通信大学的工程师们减少了器件中有源

因于锑表面活性剂的作用抑制量子点的合并，它
们通常高 1.4 nm，宽 14 nm。

层 的 数 量。 据 该 团 队 发 言 人 山 口 浩 一（Koichi

为了完成激光器的制造，工程师们添加了

Yamaguchi）介绍，虽然传统的量子点激光器大

1.5μm 厚的 p 型 Al0.3Ga0.7As 顶部包覆层和 200 nm

约有 10 层有源层，但它们的器件只要有一到两

厚的 p+GaAs 接触层。随后的光刻和湿法蚀刻形

个有源层。

成了 20μm 宽的脊型波导结构。然后磁控溅射沉

山口透露，减少有源区厚度的优点之一是增
强了载流子复合。

积 200 nm 厚的 SiO2 膜，再定义 5μm 或 7μm 宽的
窗口，并且添加一对电极（一个电极在衬底，另

“此外，面内超高密度量子点层不仅有望降

一个电极在 p+GaAs 接触层），最后将图案化晶片

低阈值电流，还将提高载流子对量子点的注入效

切割成芯片，以产生腔 长为 200μm 到 800μm 的

率，增强高速调制能力。”

激光芯片。

该 团 队 的 激 光 器 制 造 首 先 将 n+ GaAs(001)

这些激光器的阈值电流密度为 1-10 kAcm-2，

衬 底 加 载 到 分 子 束 外 延 反 应 器 中， 并 沉 积 200

可以通过在其表面形成高反射率涂层来提供更好

nm 厚 的 n 型 GaAs 缓 冲 层、1.5 nmm 厚 的 n 型

的性能。当室温下的连续波激光仅在 1021 nm 处

Al0.3Ga0.7As 底 部 包 覆 层 和 220 nm 厚 的 非 掺 杂

发射时，通过添加 GaAsSb 覆盖层，发射可以移

GaAs 基波导层。然后生长一对面内超高密度 InAs

到 1.2μm 到 1.3μm 的范围。

量子点的层，沉积温度为 470°C，在 GaAsSb 缓冲
层上采用 Stranski Krastanov 模式生长。

研究人员声称，当激光器在室温下工作时，
相邻量子点之间的波函数存在强耦合。这就在导
带中产生了一个迷你带，从而产生了一个团队称
为“不太高”的特征温度。
基于对腔长与阈值电流密度关系的分析，山
口及其同事得出结论，他们的器件具有与其他量
子点激光器相当的晶体质量。此外，他们还表示，
通过增加腔的长度和反射率，他们的激光器实现
了更低的阈值电流密度。
通过将该团队激光器的阈值电流与另一种设
计进行比较，研究人员估计，最新设计中只有 41
% 的量子点对激光有贡献。他们将这一弱点归因
于不均匀展宽效应。
“面内超高密度量子点的均匀性仍然不够，”
山口说。“因此，有必要在未来进一步提高一致
性。”

来自日本电通信大学的
团队生产的脊波导激光
器只有两个量子点层
（A），这得益于原子
力显微镜图像（B）中
高密度的量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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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宝石上实现高紫外发光效率
通过面对面退火的氮化铝模板可提高深紫外 LED 的发光效率。

来

别为 2.9×107 cm-2 和 9.1×108 cm-2。

几乎可以和在自支撑 AlN 衬底上的一样高。

发光测量得出的，并假设该效率在绝对零度时为

自日本的一个研究小组声称，在 AlN 模板
上的深紫外光发射有源区的内量子效率，

内量子效率是通过在不同温度下进行光致

通过使用溅射和退火形成的模板最小化

100%。这种方法确定了通过溅射形成基底的样

光 猝 灭 位 错， 该 团 队 -- 山 口 大 学（Yamaguchi

品的室温内量子效率值为 90%，而对照组的仅有

University）、 国 家 技 术 研 究 所 和 Mie 大 学（Mie

58%。

University）之间的合作伙伴 -- 制造了内量子效率
为 90% 的多量子阱异质结构。
该 研 究 的 发 言 人 山 田 洋 一（Yoichi Yamada）

通过考虑在一定激发密度范围内的内量子效
率，该团队在包含溅射模板的样品中发现在 10 K
下的效率平台。这一特征表明，在低激发密度下，

告 诉 化 合 物 半 导 体 编 辑 部（Composite

非辐射复合中心要么完全饱和，要么完全被冻结。

Semiconductor）， 这 项 合 作 预 计 其 样 品 的 量 子

相比之下，在相同温度下，对照样品中的非辐射

效率 非 常 高， 因 为 计 算 预 测， 在 位 错 密 度 为

复合中心是活跃的。基于这一发现，研究人员得

8

-2

2×10 cm 时，其效率就超过了 80%。“我们的

出结论，使用面对面退火的 AlN 模板会降低有源

研究首次通过实验对此（效率）进行了证明。”

区中的非辐射复合中心的密度。

这一成功可以实现商用深紫外 LED 的性价
比提升。那些建立在体 AlN 衬底上的器件具有出
色的内量子效率，但由于衬底成本高，因此生产
成本非常高。
除了削减成本外，使用蓝宝石衬底制造此类
发光器件还有助于工艺开发并提高可靠性，正如
蓝色发光 LED 的进步所证明的那样。
“此外，蓝宝石的折射率接近二氧化硅，使
其在光提取结构中具有优势”，Yamada 说道。
他和同事们在 AlN 模板上制造了发光有源
区，这些模板是通过在 c 面蓝宝石衬底上溅射沉
积 AlN 薄膜形成的，该衬底向 m 轴偏移 0.2°。
为了在 MOCVD 生长之前提高材料质量，研究人

通过面对面退火形成的
A l N模板为在高温下实
现高量子效率的深紫外
有源区奠定了基础。

员将成对的 AlN 模板面对面地放在一起，然后在
氮气气氛下高温退火，退火工艺通常需要持续几
个小时。根据 X 射线衍射测量结果显示，该工艺

通过提高样品的温度，Yamada 及其同事确

将 AlN 薄膜中的螺旋位错和刃型位错密度分别减

定其内量子效率在 400 K 时高达 66%，在 500 K

小到了仅有 1.2×106 cm-2 和 3.3×108 cm-2。

时高达 33%（见上图）。他们将此归因于 400 K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添加了一个有源区，其
由十个厚度为 2 nm 的 Al0.50Ga0.50N 量子阱构成，
并由 6 nm 厚的 Al0.75Ga0.25N 势垒隔开。用硅掺杂

以下的非辐射复合中心的热激活很微弱。
该团队现在正计划制造和设计 LED 光提取
结构，并优化量子阱结构。

阱和势垒降低了由阳离子空位组成的非辐射复合
中心的密度。为了提供评估该发光结构的基准，

参考文献

该团队在 MOCVD 生长的 AlN 模板上同样生长了

H. Murotani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4 122004

有源区域，该模板的螺旋位错和刃型位错密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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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常关型的射频 HEMTs
离子处理和湿法蚀刻生产氮化镓基射频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GaN RF HEMT）
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National Yang Ming

台

Chiao University）的一个团队声称已经使

用数字化蚀刻技术生产了第一个常关型氮化镓基
的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GaN HEMT）。
根据团队发言人 Ping-Yu Tsai 的说法，常关
型操作对射频器件（RF）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
只需一个正电压即可驱动。“这可以降低 IC 设计
的复杂性并节省系统模块的功耗，因为器件在不
运行时不会消耗能量。”Tsai 补充道。
有几篇关于使用数字蚀刻来使功率 HEMT 的
栅极凹陷的报道，它们具有更大的尺寸。Tsia 及

数字蚀刻的速度是线性的，高的射频功率加速了这一过程。

其同事相信，他们是第一个将这种技术应用于 RF

每循环 2.5 nm 和 0.5 nm。涉及过氧化氢的工艺在

HEMT 的团队，他们正在开辟新的领域。

每个循环中产生接近 0 nm 的蚀刻深度。基于这些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来控制具有小栅长的 RF

发现，进一步的研究仅限于使用氧等离子体处理。

HEMT 的栅极凹槽。”Tsai 解释说。通过提供对蚀

X 射线光电子能谱揭示了在经过等离子体处

刻深度的良好控制，该团队展示了 E 模式器件和

理的样品中存在与氧相关的强的衍射峰。将样品

射频特性。

浸入 HCl 后，该峰的强度急剧下降，表明该步骤

实现高质量的栅极刻蚀并非易事，需要精确

提供了良好的氧化物去除效果。

控制刻蚀深度，同时还要确保低的表面损伤和良

1μm×1μm 区域的原子力显微镜显示，经过

好的均匀性。栅极蚀刻往往使用由氯气或 BCl3 形

三个数字蚀刻循环后，AlGaN 表面在 40 W 和 0 W

成的等离子体，但这两种选择都会促进栅极表面

处理下的均方根粗糙度分别为 0.10 nm 和 0.09 nm。

的损伤，并最终损害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

用氯等离子体蚀刻将粗糙度通常会增加到 0.49 nm。

为了提高栅极的蚀刻质量，Tsai 和同事转向

该团队使用三种蚀刻工艺生产了栅极长度为

了两步数字蚀刻技术。为了在器件生产之前优化

110 nm 的 HEMT：一个周期，0 W 偏置；六个周期，

该方法，他们首先研究了表面化学和蚀刻速率对

40 W 偏置 ；和八个周期，40 W 偏置。使用 5 V

AlGaN/GaN 异质结构的影响，该结构包括缓冲层、 漏极偏压的测量结果表明，增加循环次数，从而
未掺杂的 GaN 沟道、1 nm 厚的 AlN 间隔层和 22

增加蚀刻材料的数量，会导致漏极电流和跨导降

nm 厚的 Al0.22Ga0.78N 势垒层。

低，同时阈值电压也会发生变化 -- 它从 -2.7 V 增

在向这种异质结构添加 SiN 硬掩模并通过光

加到 0 V，然后是 0.4 V。正阈值电压对于常关型

刻和氟基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蚀刻技术对其进行图

操作至关重要，但会以漏极电流和跨导为代价，

案化处理后，该团队使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对晶片

这是因为创建了一个非常薄的 AlGaN 势垒层，其

进行氧化 ：一种是在过氧化氢中暴露 5 分钟 ；另

可以确保二维电子气被几乎耗尽。

一种是使用在一系列射频功率下运行的电感耦合

Tsai 说，该团队现在可能会改进其技术，以

等离子体系统，使晶片在氧等离子体中氧化。两

便在更大的晶片上使用，这样它就可以应用于大

种方法都遵循相同的第二步 ：在稀 HCl 中进行 90

批量生产具有良好均匀性的射频器件。

秒的数字蚀刻以去除氧化物产物。
原子力显微镜测量显示每个循环的蚀刻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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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光电技术在
半导体加工中的应用
展品范围
激光切割/打标/钻孔/焊接/清洗等加工设备、激光器、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自动化及高端智能设备、机器视觉系
统及应用、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电传感器、太赫兹光谱技术等；

同期展会

第24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240,000M2展示面积｜10，000+专业观众｜3，000+参展区业

扫码登记免费参观

国际授权翻译
国内发行高新科技杂志
8本杂志免费送一年
（6期/印刷版）
包揽全年行业资讯

免费
订阅
扫一扫添加
ACT读者服务号免费订阅

www.actintl. co m . cn

雅时国际商讯（ACT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98年，为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中广大高技术行业服务。ACT通过它的一
系列产品－包括杂志和网上出版物、培训、会议和活动－为跨国公司及中国企业架设了拓展中国市场的桥梁。

ACT的产

品包括多种技术杂志和相关的网站，以及各种技术会议，服务于机器视觉设计、电子制造、激光/光电子、射频/微波、化
合物半导体、半导体制造、洁净及污染控制等领域的约二十多万专业读者及与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