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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半导体》中国版(CSC)于2005年创刊，是全球最重要和最权威的杂志 Compound Semiconductor 

的“姐妹” 杂志。

《化合物半导体》中国版旨在通过对于全球化合物半导体工业的深度分析、实时信息报道和评论，扩

展中国地区读者的专业焦点和全球视野。《化合物半导体》中国版以简体中文按双月刊出版。编辑内容由

Compound Semiconductor的专业记者提供，他们具有研究背景，其技术文章和专栏文章得到来自化合物

半导体协会主要成员公司的认可。全球电子业领先的独立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IHS IMS Research 也在杂志开

设定期栏目。

除了10,000名经过审查认证的合格读者，我们亦会在各个地区重要业界活动中免费派发杂志，对于希

望在中国市场加强影响的化合物半导体公司，《化合物半导体》中国版是最有效的平台和目标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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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turing to Venus
地球之外有生命吗？如果有的话，它有多智能？这是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引起了大多数

人的兴趣。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建造了越来越强大的望远镜来探测宇宙的更深处，并开始

了前往附近行星的任务，以探索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460℃，这使

得探索工作极具挑战性。在1976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在地表放置了一些Venera着陆器，

为硅电子器件配备了隔热罩。但即使有这些帮助，电子器件也只能存活两个小时。由于带

隙、温度和电导率之间的这种关系，碳化硅在处理热量方面远比硅好，由碳化硅制成的器

件可以在至少800℃的温度下工作，而硅的温度只有200℃左右。更重要的是，更宽的带隙

降低了对辐射损伤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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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法碳化硅晶体生长技术
当下消费电子正处在下行周期，而汽车电子（尤其是电动汽车）则逆势上行。凭

借性价比优势碳化硅功率器件已在电动汽车赛道中占比 15% 之多。虽然有来至硅基

器件的成本压力，但是当下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又部分释放了碳化硅必须降价的压

力。不过从长远看，降本仍然是加速碳化硅应用渗透的关键要素，而液相法碳化硅晶

体生长技术正是恰逢其时的有效解决方案，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低成本碳化硅衬底创新

技术之一。

液相法碳化硅长晶基本原理是碳（溶质）被溶解在硅和助溶剂组成的高温液体（溶

剂）中，碳（溶质）因过饱和而在碳化硅籽晶处析出，同时因晶格库伦场的作用携带

出硅原子，实现碳化硅晶体的生长。具有生长温度低而结晶质量高、生长速度快而容

易长厚、便于扩径而容易长大和容易实现 Al 掺杂而获得 p 型低阻衬底等优势。

液相法生长 SiC 最早可以追溯到 60 多年前的 1961 年 ,Halden 等首次从溶解了 C

的高温 Si 熔体中获取了 SiC 单晶 , 当时液相法生长 SiC 单晶的研究要比 PVT 法更活

跃些。70 年代以后 , 因 PVT 法取得了快速突破而逐渐成为主流技术方向。差不多沉

寂了 20 年后，液相法又逐步被提上研究日程，并取得一些进展，如德国埃尔兰根大

学的 Hofmann 等在 2000 年利用 TSSG 法（目前液相法主流技术分支）生长出直径 1

英寸厚度达 20 mm 的 SiC 晶体。尤其是近年来 PVT 技术在降低成本问题上遇到了严

重障碍，液相法再次成为学界及业界关注的焦点，研发工作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

中国。其中日本有住友金属、丰田汽车、三菱电机、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等 , 韩国

有陶瓷工程技术研究所、延世大学、东义大学等，中国有中科院物理所、北京晶格领

域和常州臻晶半导体等。日本住友金属利用一种所谓 MPZ（多参数和区域控制）液相

技术，目前最新的研究进展是生长了高质量、低成本 6 英寸 SiC，SiC 长晶速度提高

了 5 倍左右，消除了表面缺陷和基平面位错，无缺陷区（DFA）达到 99%。日本名古

屋大学已实现了 7 英寸碳化硅晶体的生长；国内也已实现了 6 英寸晶体的生长，并在

逐步提升晶体品质。 

不过目前国内外都尚未实现液相法碳化硅衬底的产业化。主要还有一些关键科学

问题和产业化关键技术问题急需突破。主要科学问题包括助溶剂体系高温热力学性质

的深入研究，如熔点、表面张力、黏度、饱和蒸气压以及相关的相图等关键的热力学

参数；生长动力学问题，如碳和硅的去溶剂化势垒及其在生长界面的迁移率，这些直

接影响长晶速度的物理机制；多元活性助溶剂助溶机理问题，如何构建多元活性助溶

剂体系，实现碳源的快速持续供应，可以实现快速生长，提高长晶效率；位错转变与

消除的机理问题，可以得到位错在液相生长过程中消除的宏观规律。主要技术问题有

生长速率和结晶质量的平衡，平衡好晶体生长速率和结晶质量之间的矛盾是有效提高

晶体生长速率的关键；助溶剂包裹、表面宏观沟槽等粗糙界面以及多晶等结晶缺陷抑

制的工艺技术；碳源持续供应问题，作为碳源的石墨坩埚腐蚀消耗乃至被腐蚀穿是必

须有效控制的；实时动态调控技术问题，晶体生长过程可控是液相法的一个重要优势 ,

可实现多点温度实时监控，温场空间实时稳定可调，固液界面状态实时图像监控，可

以实现实时可控生长，提高产品良率；固液界面稳定技术，实现碳源的近程输运，降

低助溶剂体系的自然对流场强度，热对流与强迫对流的适度平衡，保障稳定的固液界

面，可以实现长时间稳定生长，提高长晶厚度等。

虽然液相法目前尚未成熟，离产业化还有一定距离 , 但相信在资本、业界、学界

和政府的合力推进下，以上液相法生长 SiC 晶体中核心科学和技术问题都将逐个被突

破，产业前景未来可期，乐观估计在 3 年内会进入产业化，对 PVT 赛道将产生可观

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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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speed 推出首款车规级碳化
硅功率模块 EAB450M12XM3

如今，许多市场都受益于碳化硅（SiC）技术

所带来的优势，尤其是汽车行业。相对于

传统硅（Si）组件，SiC 的性能更高，使系统的

开关速度、工作温度、功率密度、整体效率更高，

同时功耗更低。Wolfspeed SiC 器件产

品组合涵盖广泛的功率水平和应用场

景，从用于低功率的分立器件产品，

到行业标准尺寸以及优化尺寸的高

功率模块产品，实现了功率连续

性。EAB450M12XM3 是此大功

率模块器件产品系列的最新成

员（见图 1）。

Wolfspeed 功率模块产品

线（如图 2 所示）包括 WolfPACK 

模块，这些模块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无基板式

封装，工作电压和电流分别高达 1.2 kV 和 200 A。

更高功率的模块采用优化程度更高的封装，适用

于要求苛刻的应用场景。该组合中的所有模块都

旨在实现相同的目标，即，最大限度地提高功率

密度、简化布局 / 组装、实现可扩展的系统和平台、

最大限度降低人工和系统组件成本，同时提供最

高级别的可靠性。 

XM3 系列

XM3 半桥模块充分利用 SiC 的优势，同时保

持简单、可扩展特性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尺寸，其

重量和体积仅为行业标准 62 毫米对等产品的一

半。这些 XM3 模块可最大限度提高功率密度，

同时尽可能降低回路电感和开关损耗。此外，它

们还配备低电感母线互连、集成式温度传感器、

配置电压采样引脚，以及具有增强功率循环能力

的高可靠性功率基板。此封装可实现 175℃最高

结温，高可靠性氮化硅（SiN4）基板确保了在极

端条件下的机械强度。封装为易模组化和可扩展

图 2：Wolfspeed 功率模块产品组合。

图  1：满足车规要求的 
EAB450M12XM3 1200 V 
450A SiC 半桥模块。

http://w.lwc.cn/s/yqA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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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设计，寄生电感低至 6.5 nH（与类似模块相比，

最多可将电感减少 50%）。因此，XM3 非常适合

用于各种苛刻的恶劣条件，如牵引驱动器、直流

快速充电机和汽车测试设备等汽车应用场景。与 

SemiTrans 3 或 EconoDual 等类似功率模块相比，

内置领先 SiC 技术的 XM3 封装可以使系统设计

更加紧凑，而且两种功率模块具有相似的额定电

压和电流（在 1,200 V 时高达 450 A）。图 3 显示

了解封状态下 XM3 半桥模块的俯视图。

EAB450M12XM3
表 1 列出了 EAB450M12XM3 模块的最大参

数（摘自数据表）。

亮点包括 1200 VDS max 450 A 连续漏极电流

和 175℃虚拟结温（在开关期间），这些特性都已

经过设计验证。下面的表 2 中列出了 MOSFET 特

性（每个桥臂）的摘要。

上表中值得注意的参数包括 25℃条件下

的极低 RDS(on) 值 2.6 mΩ 和低结壳热阻值 

0.110℃ /W。图 4 展示了 

MOSFET 的开关损耗。

请注意，即使结温较高，

开关损耗也相当恒定。

MOSFET 的体二极

管的正向电压值为 4.7 

V，恢复时间值为 52 ns

（有关反向恢复性能及其

低损耗的图表，请参见

图 5）。这一快速恢复时

间和低恢复损耗特性大

幅提高了 MOSFET 在开关期间的性能。

内置 NTC 温度传感器的额定电阻为 4.7 kΩ，

容差为 ±1% (ΔR/R)，能够提供高精度的温度保

护功能。热监控功能对于实现高可靠性至关重要，

因此，通过这种实时反馈功能，可以帮助设计人

员优化控制技术。

此外，专用开尔文漏极引脚可实现用于栅极驱

动器过流保护的直接电压采样，在高速开关时，这

图 3：Wolfspeed XM3 
半桥模块，俯视图。

表 1：EAB450M12XM3 最大参数

图 4：EAB450M12XM3 
MOSFET 开关损耗。

http://w.lwc.cn/s/yqA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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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了由杂散电感造成的额外电压引起的误差。

原理、引脚和性能图

图 6 显示了 EAB450M12XM3 的内部接线。

图 7 和图 8 显示了 EAB450M12XM3 的一

些相关性能特征。图 7 所示的输出特性展示了在

较高结温条件下运行时 VDS 和 RDS(on) 的增加

情况，并显示了 Wolfspeed 第三代 SiC MOSFET 

技术提供的低 RDS(on) 温度系数。图 8 显示

了瞬态热阻和正向偏置安全工作区。如应用说

表 2：EAB450M12XM3 MOSFET 特性

图 5：EAB450M12XM3 
反向恢复性能。

http://w.lwc.cn/s/yqA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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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CPWR-AN29 中所示，必须通过适当的安装

和散热来管理该模块的温度。CRD300DA12E-

XM3 参考设计包括 3 个 EAB450M12XM3 模块，

CRD600DA12E-XM3 包括 6 个 EAB450M12XM3

模块，这些参考设计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优化组合，

其中包括模块、散热装置、母线、栅极驱动器、

电压 / 电流传感器和控制器。可以在模块的数据

表中查看更多性能和时序图。

图 9 显示了逆变器应用场景的载流量（输出

电流）和开关频率之间的关系。 

参考设计和支持工具

功率密度为 32 kW/L [CRD300DA12E-XM3]

（图 10）的 CRD300DA12E-XM3 300 kW 高性能

三相逆变器十分有用，可帮助您开始实施适用于

各种应用场景的三相配置。它具有 XM3 系列模块

的诸多优点，包括紧凑尺寸 / 轻量、更高功率密

度、高效率、超低损耗和低散热设计要求，所有

这些特性都降低了系统级成本。该设计的直流母

线电压为 800 V（最大 900 V），电流为 360 A。此

外，还包括一个 Wieland MicroCool CP3012-XP 冷

图 6：EAB450M12XM3 内部接线/示意图和引脚。

图 7：各种漏极电流和结温所产生的特性（左）和 RDS(on)（右）

图 8：MOSFET 结壳热阻（左）和正向偏置安全工作区（右）

http://w.lwc.cn/s/yqA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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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也如图 10 所示），用于热管理（并降低结热阻），

该冷板专门针对 SiC 的高热通量进行了优化。

KIT-CRD-CIL12N-XM3（图 11）是一个评估

平台，使设计人员能够在发生电感负载开关事件

时准确测量 Wolfspeed XM3 功率模块的电压和电

流波形。这使得可以在精确的测试条件下计算开

关损耗能量，以动态地评估模块，并便于进行模

块内比较操作。它对应的栅极驱动器（也显示在

图 11 中）是直接安装的双通道隔离栅极驱动器，

已专门针对 XM3 功率模块进行了优化。

此外，SpeedFit 2.0 设计仿真器有助于加速设

计过程，其仿真结果基于计算的损耗、估计的结

温和实验室数据，适用于从简单降压 / 升压转换

器到完全双向图腾柱 PFC 设计的各种常见拓扑结

构。这有助于验证满足应用场景的模块和器件，

同时为不同的器件和配置提供真正的比较性能。

总结

概括而言，符合汽车标准的 EAB450M12XM3 

半桥全 SiC 模块中包括具有优化的散热设计的高

功率密度封装，可满足各种应用场景（如电机和

牵引驱动器、车辆快速充电机和汽车测试设备）

的要求。设计人员能在一个易于使用的封装中实

现 SiC 的各种优势（高开关频率、低损耗、更高

功率和额定温度以及更佳效率和可靠性）。该封

装提供的端子设计，可以直接连接母排，而无

需折弯或套管，实现了简单的低电感设计。其

它与 EAB450M12XM3 相配合的车规级元器件可

以通过新推出的功率应用在线讨论平台（Power 

Applications Forum）查询。此外，还提供一些参

考设计、应用说明和设计资源（如仿真器），以帮

助加速开发流程并为设计人员建立信心。敬请访

问 Wolfspeed 网站，了解更多 XM3 功率模块、访

问参考设计有关的信息。

图 9：输出电流能力与开关频率（逆变器应用）

图 10：CRD300DA12E-XM3 300 kW 高性能三相逆变器参考设

计，功率密度为 32 kW/L [CRD300DA12E-XM3]（上）和 Wieland 
MicroCool 冷板（下）]

图 11. 用于 MX3 半桥模块（上）和 CDG12HBXMP XM3 栅极驱动

器的 KIT-CRD-CIL12N-XM3 评估平台。

http://w.lwc.cn/s/yqA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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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塞贡多，2022 年 8 月 15 日讯 — 氮

化镓 (GaN) 功率芯片行业领导者纳微半导体（纳斯达克股票

代码：NVTS）今天正式宣布收购 GeneSiC Semiconductor，

后者拥有深厚的碳化硅（SiC）功率器件设计和工艺方面

的专业知识。由于 GeneSiC 利润丰厚，EBITDA 利润率超

过 25%，因此该交易立即对纳微半导体产生增值。2022 

年的 GeneSiC 收入预计约为 2500 万美元，年增长率超过 

60%。合并后的公司在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氮化镓 GaN 和

碳化硅 SiC）领域创建了一个全面的、行业领先的技术组

合，到 2026 年，预计每年的总市场机会将超过 200 亿美元。

纳微半导体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Gene Sheridan 表示：

“GeneSiC 是纳微半导体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们专注于开发

行业领先的 SiC 技术并取得成功。纳微半导体对全球销售、

运营和技术支持团队以及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的系统设计中

心进行了大

量投资，这

些功能是对 

GeneSiC 的

完美补充，

将进一步加

速 其 在 协

氮化镓功率芯片行业领导者纳微半导体
宣布收购碳化硅行业先驱 GeneSiC

同和新客户和市场中的增长。今天，我们在实现‘Electrify 

Our World™’的使命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不断推动我们

的地球从依赖化石燃料向清洁、高效的电能过渡。” GeneSiC 

总裁 Ranbir Singh 博士表示：“GeneSiC 受专利保护的先进

技术和创新、经验丰富的团队是我们公司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们的 SiC MOSFET 提供业界最高的性能、可靠性和耐用

性——这些参数对于在电动汽车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广泛采用

至关重要，凭借近 20 年的领先研发、成熟的平台、500 多

个不同的客户以及不断增长的收入和盈利能力，我们可以利

用纳微半导体在大规模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进入市场的战

略来加速 SiC 收入，我们对这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到非常

振奋。”Singh 博士加入纳微半导体后将担任 GeneSiC 业务

执行副总裁，纳微将保留 GeneSiC 团队的所有成员。在功率

半导体中，GaN 和 SiC 都是优于传统硅的材料，可实现更高

的速度、更显著的节能、更快的充电，并显著降低尺寸、重

量和成本。这些互补的下一代材料共同解决了从 20W 智能

手机充电器到 20kW 电动汽车充电器，再到 20MW 电网基

础设施系统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广泛应用，GeneSiC 拥

有超过 500 家客户，这场收购将为纳微半导体的市场和客户

带来多元化和协同效应，并加快纳微在战略性的、更高功率

应用领域的收入。

到 2026 年，博世计划在其半导体部门再投资 30 亿欧元，

作为欧洲 IPCEI 微电子和通信技术资助项目的一部分。“微

电子技术是未来，对博世所有业务领域的成功都至关重要。

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通向未来移动性、物联网以及博世所

谓的‘为生活而发明’的技术的万能钥匙。”博世董事会主

席 Stefan Hartung 在德累斯顿举行的 2022 年博世技术日上说。

博世这项广泛投资计划的重点之一是生产SiC和GaN半导体。

例如，在其罗伊特林根工厂，博世自 2021 年底以来一直在

量产 SiC 芯片。在市场强劲增长的背景下（SiC 芯片以每

年 30% 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对 SiC 芯片的需求量仍然很

大，这意味着博世的订单已满。为了使这些电力电子产品更

实惠、更高效，博世也在探索使用 GaN。“我们也在研究开

发基于 GaN 的电动汽车应用芯片，”Hartung 说，“这些芯片

已经出现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充电器中。”“在将它们用

博世将在三代半等芯片业务上投资 30 亿欧元
于车辆之前，它们必

须变得更加坚固，并

且能够承受大幅提高

最高达 1,200 伏的高

电压。像这样的挑战

都是博世工程师工作

的一部分。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已经熟悉微电子很长一段

时间了——我们也熟悉汽车。”位于罗伊特林根的半导体中

心正在系统地进行扩建。从现在到 2025 年，博世将投资约 4 

亿欧元用于扩大制造能力，并将现有工厂空间转变为新的洁

净室空间。这包括在罗伊特林根建造一个新的扩建项目，这

将创造一个额外的 3,600 平方米的超现代洁净室空间。总而

言之，到 2025 年底，罗伊特林根的洁净室空间将从目前的 3.5

万平方米左右增长到 4.4 万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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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士兰微公告参股子公司士兰明镓即将启动“SiC

功率器件生产线建设项目”，据悉，该项目是国内已知产能

最大的、且主要应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控模块的车规级

SiC( 碳化硅 ) 功率器件生产线。公告显示，士兰明镓拟建设

一条 6 吋 SiC 功率器件芯片生产线，项目总投资为 15 亿元，

建设周期 3 年，最终形成年产 14.4 万片 6 吋 SiC 功率器件芯

片的产能 ( 主要产品为 SiC MOSFET、SiC SBD)。本项目已于

士兰微投建年产 14.4 万片 6 寸车规级 SiC 项目，
新能源整体战略再落子

2022 年 7 月 29 日取得了《厦门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编

号：厦海工信投备 (2022)247 号 )。公司表示，本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属于重点鼓励建设的项目。士兰明镓作为士兰

微化合物半导体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本项目是实现士兰

微在电动汽车、新能源市场整体战略布局的规划之一，有利

于加快实现士兰微 SiC 功率器件的产业化，满足日益增长的

新能源领域的市场需求，推动士兰微主营业务持续成长。

汽车电子应用网 8 月 24 日消息，理想汽车功率半导体

研发及生产基地在江苏苏州高新区正式启动建设，主要专注

于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车规功率模块的自主研发及生产，旨

在打造汽车专用功率模块的自主设计和生产制造能力。据了

解，该生产基地由理想汽车与国内半导体领先企业湖南三安

半导体共同出资组建的苏州斯科半导体公司打造，预计 2022

年内竣工后进入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2023 年上半年启动样

理想汽车功率半导体研发及生产基地启动建设
品试制，2024 年正式投产后预计产能将逐步提升并最终达到

240 万只碳化硅半桥功率模块的年生产能力。按照理想汽车

的产品布局，明年将形成增程电动产品线和超快充纯电产品

线“双轮驱动”的产品布局。为确保超快充纯电车型的产品力，

该系列车型将搭载基于碳化硅功率模块的 800V 高压电驱动

系统，充分发挥第三代半导体耐高压、耐高温的特性，实现

功率密度和系统效率等性能的大幅提升。

LPE 和 A*STAR IME 在 8 寸 SiC 领域展开合作
LPE 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 的

微电子研究所 (IME) 宣布开展研究合作，以

开发高质量的 200mm SiC 和特种外延工艺，

包括提高生长速率和改善均匀性。这将通过

模拟研究支持的实验活动来完成。根据合

作，双方将利用 LPE 在 SiC CVD 反应器技

术和 SiC 外延生长方面的知识，以及 IME 的

研究能力和设施、200mm SiC 中试工艺集成线和尖端材料

表征设备。目标是创建 200mm 外延工艺，提高生长速率和

均匀性，并降低致命缺陷密度。A*STAR 的 IME 正在建立

200 毫米 SiC 试生产线，以在过渡到 200 毫米大批量制造之

前，在中试规模上验证 200 毫米制造工艺和工具。此次合作

将是 IME 建立 200mm SiC 创新项目计划的一部分。SiC 外

延是即将到来的 200mm SiC 试生产线的 200mm 器件加工的

基本工艺步骤之一。预计制造业将转向使用独特的单晶圆腔

SiC 外延工具。LPE 将他们的工具贡献给了创新计划，旨在

加快工业应用。在此次合作中，双方将致力

于开发高质量的 200mm SiC 和特种外延工

艺，包括以下领域：用于 150mm/200mm 晶

圆的 LPEPE1O8 SiC 外延反应器的验证；提

高 200mm SiC 外延层均匀性；开发 200mm 

SiC 外延工艺，提高生长速率；以及在 200

毫米 SiC 晶圆上开发特种 SiC 外延工艺。“我

们 LPE 的所有人都对与 A*STAR 的 IME 的合作感到非常兴

奋，这将使基于200毫米SiC的器件市场得到非凡的扩张。“随

着 SiC 功率模块的普及，更有效地利用电力将使可持续增长

成为可能。”LPE 首席执行官 Franco Preti 表示。“我们期待

着 A*STAR 的微电子研究所和 LPE 开展这项联合研究，以

开发高质量的 200mm SiC 和特种外延工艺，”A*STAR IME

执行董事 Terence Gan 先生补充道，“此次合作的成功将有利

于 SiC 制造生态系统，并加速高性能 SiC 功率模块在电动汽

车和充电桩等各种应用中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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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speed, Inc. 于近日宣布，将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北卡

罗来纳州查塔姆县（Chatham County）建造全新的、采用领

先前沿技术的碳化硅（SiC）材料制造工厂。这一投资计划

提升 Wolfspeed 现有碳化硅产能超 10 倍，支持公司长期增长

战略，加快碳化硅半导体在一系列终端市场的采用，开启能

源效率新时代。Wolfspeed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regg Lowe 表

示：“Wolfspeed 作为行业引领者，供应先进碳化硅材料，以

满足对于新一代半导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并致力于开创更可

持续的未来。对于我们产品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而且整个

产业目前也继续受限于有限的供应。扩大我们的材料生产，

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市场领先地位，并使得我们更好地服务

客户，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此外，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

不仅要扩大 Wolfspeed 工厂，我们还将与北卡罗来纳农业与

理工州立大学开展合作，为我们人才库培养输送更多优秀人

才。”这座工厂将主要制造 200mm 碳化硅晶圆。200mm 晶圆

的面积是 150mm 晶圆的 1.7 倍，这也意味着单片晶圆可制得

的芯片数量将更多，也将最终有助于降低器件成本。这些晶

圆将用于供应 Wolfspeed 莫霍克谷工厂（Mohawk Valley Fab）

Wolfspeed 将建造全球最大碳化硅材料工厂

这座于今年早些时候开业的全球首家、最大且唯一的全自

动化 200mm 碳化硅制造工厂。该工厂的一期建设预计将于

2024 年完成，成本预计 13 亿美元。在 2024 年至这个十年结

束之前，公司还将根据需求扩大额外产能，预计最终占地面

积 445 英亩，建成超过 100 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北卡罗来纳

州州长 Roy Cooper 表示：“Wolfspeed 的选择进一步证明了北

卡罗来纳州将清洁能源作为发展重点。这是我们朝着清洁能

源经济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它将促进电动汽车制造与海上风

电发展，同时为抗击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Wolfspeed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查塔姆县（Chatham County）碳化硅材料制造工厂的

渲染图

http://w.lwc.cn/s/ye2I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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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开启了非制冷电子器件的大门，能够处理金星上的极端温度

向金星进军

作者：CARL-MIKAEL ZETTERLING 和 MATTIAS EKSTRÖM, 来自英国皇家理工学院 

地球之外有生命吗？如果有的话，它有多智

能？这是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引起了大多

数人的兴趣。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建造了越来越

强大的望远镜来探测宇宙的更深处，并开始了前

往附近行星的任务，以探索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

为什么是金星？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金星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早在 2020 年，科学家们就在其云层中发

现了可能的生命迹象，证据就是无法用其他方式

解释的磷化氢的痕迹。这激发了对这颗来自太阳

的第二颗行星的若干任务的规划。美国宇航局暂

定于 2028-2030 年进行两次初步旅行：一次名为

DAVINCI+，是深层大气金星惰性气体、化学和成

像调查的简称（Deep Atmosphere Venus Investigation 

of Noble gases, Chemistry, and Imaging）；另一次是

VERITAS，是金星发射率、无线电科学、InSAR、

地形学和光谱学的缩写（ Venus Emissivity, Radio 

Science, InSAR, Topography, and Spectroscopy）。 欧

洲航天局还通过一个名为 EnVision 的项目将金星

列入其议程，该项目将调查这个星球的大气层、地

表和地下；还有一个由火箭实验室计划的私人任务，

计划在 2023 年进行——一个探测器将从 30 英里的

高度分析金星，仔细检查大气层中的磷化氢并寻找

以前生命的证据。

前往金星的任务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

1960 年至 1981 年期间就有许多次任务，包括飞越、

轨道飞行器、探测器和登陆器。这些工作确定了

这个星球的表面温度高达 460℃，这使得探索工

作极具挑战性。在 1976 年至 1981 年期间，苏联

14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14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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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表放置了一些 Venera 着陆器，为硅电子器件

配备了隔热罩。但即使有这些帮助，电子器件也

只能存活两个小时（尽管那次任务仍然提供了金

星表面的彩色图像）。

开发能够处理金星极端温度的电子器件的好

处，实际上远远不止能确定金星是否曾经支持过

生命。这方面的成功也将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地

球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金星的大小与地球相

似，它的大气中含有 96% 的二氧化碳。因此，了

解金星的气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球正在发生的

事情，通过提供第二个参考点来改善我们的计算

机模型。有了更严格、更可靠的模型，我们将能

更好地了解大气层的组成和温度变化。

为了更好地了解金星的气候，必须考虑这个

星球是否还有活火山。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

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活火山为这个星球的硫酸

含量提供了一种解释。检测火山活动的一个方法

是使用地震仪，这需要向金星发射另一个登陆器。

然而，如果要使它有价值的话，地震仪中的电子

器件需要存活 2个月或 2年，而不是仅仅几个小时。

为什么有温度限制？

所有类别的半导体都有一个固有的温度限

制。加热这种材料会产生电子 - 空穴对形式的载

流子。对于在室温下的器件，这些载流子几乎不

引人注意，除非在有额外噪音的敏感系统中 -- 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射电望远镜接收器需要冷却。

在高温下，漏电流不断增加，导致一些传感器失

去灵敏度，功耗增加，而且大多数晶体管的运行

效果不理想。在更高的温度下，会出现更大的问

题，因为半导体器件不再能够阻挡所施加的电压，

并发生灾难性的故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在许多大功率电路中，散热器和风扇会从器件中

提取热量。

为什么选择碳化硅？

每个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温度都受其带隙的制

约。热生载流子——在物理学教科书中被称为本

征浓度——取决于能带隙的指数关系，导致电导

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呈指数上升。

由于带隙、温度和电导率之间的这种关系，

碳化硅在处理热量方面远比硅好。碳化硅具有

3.2eV 的带隙，而硅的带隙只有 1.12eV。由于带

隙增加了二倍，由碳化硅制成的器件可以在至少

800℃的温度下工作，而硅的温度只有 200℃左右。

更重要的是，更宽的带隙降低了对辐射损伤的敏

感性。

目前，SiC 器件的销售正在快速增长，其中

SiC MOSFET 开关和功率肖特基二极管赢得了可

观的销售，这要归功于它们能够在高电压下工作，

并具有低导通和开关损耗。与现有的硅器件相比，

那些由 SiC 制成的器件受益于几乎高出 10 倍的击

穿临界场，从而使器件的阻断区薄了 10 倍，掺杂

浓度高出近 100 倍。这些特性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阻断电压下，SiC 器件的导通电阻比同等硅系

列器件低 200 至 400 倍。许多制造商提供额定电

压在 600V 至 3300V 之间的 SiC 二极管和晶体管，

这些器件正被部署在电源和电动汽车中。

拟议的金星登陆器的方框图。这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系统所需的电子构建模块的示例。使用不同的传感器，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放大器来

增加信号电平，然后在模拟数字转换器（ADC）中转换为数字信号。具有存储器的微控制器（MCU）存储数据，直到可以将它发送到卫星

上以转发到地球。当卫星在范围内时，无线电收发器启动，由微控制器发送存储的数据。电源单元（PSU）为不同的部件转换能量，并在

不使用时关闭单元。一种可能的高温电源是放射性同位素热发生器（R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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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瑞典 KTH 皇家理工学院的团队花了几

年时间，开发能够应对金星地表高温的 SiC 电子

产品。我们采取了一种可能与你期望略有不同的

方法，避免使用如今集成电路中最常见的晶体管

形式 MOSFET。这是因为 MOSFET 受到栅极氧化

物相对较高的脆弱性的阻碍，而且其阈值电压每

升高 100℃就会变化 -1V。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双极

结型晶体管（BJT），它的性能随温度的变化要小

得多 -- 例如，p-n 结的内置电压在增加 100℃时仅

偏移 -0.2V。使用 BJT，我们能够根据 1960 年代

教科书中提供的建议设计出我们需要的所有电路。

集成电路还需要电阻器和电容器，它们可以

使用制造晶体管的工艺步骤来制造。我们避免离

子注入，因为这会引入了电子 - 空穴重组中心。

相反，我们用 SiC 层的外延生长和干法蚀刻的组

合来定义我们所有的掺杂区域，这就确定了特征

的几何形状。

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自对

准的方法来形成接触。我们使用 SiO2 将组件和两

个金属层相互隔离。为了产生平坦的表面，我们

转向了化学机械抛光，因为干法蚀刻后的形貌变

化很大。

金星登陆器的最小嵌入式系统通常具有：测

量温度、地震活动和紫外线的传感器；提高信号

电平的放大器；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为可存

储的数字值；带有存储器（SRAM）的微控制器

（MCU），用于收集数据和通信；与轨道卫星通信

具有带SRAM的4位微控制器的电路。它由5900个晶体管和3900个
电阻器组成，在15V电压下的电流为1 A。有许多硅微控制器的效率

更高，但这个控制器在500 ℃下也能工作。4位外部总线允许在热

台上进行晶圆探测。图片： Shuoben Hou.

具有所有已开发的电路的SiC芯片样品。围绕着各个电路的相当大的引线是电源导体。虽然BJT
电路比基于MOSFET的电路需要更多的电流，但在金星上芯片发热并不是一个问题。照片拍

摄：Jörgen Städje.

所用集成电路组件的横截面和俯视图：晶体管、电阻器和电容器。这些组件通过集电极区域下

面的p-n结和组件之间蚀刻的沟槽中的SiO2相互隔离。在整个工艺中，大约需要十几个掩膜层，

并有两个金属互连层。

集成电路还需要电阻器和电容器，它们可以使用制造晶体管的工艺步骤来制

造。我们避免离子注入，因为这会引入了电子-空穴重组中心。相反，我们用

SiC层的外延生长和干法蚀刻的组合来定义我们所有的掺杂区域，这就确定了特

征的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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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温度下运行。根据美国宇航局的演示，SiC

电路可以在 800℃下工作，甚至可以长时间工作。

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可以使用碳化硅构建一

个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工作的整个非制冷电子系统，

但封装这些器件却是完全不同的事。塑料封装不

是一种选择，因为它们在 125℃以上无法工作。

更有希望的是陶瓷封装，但它们一般不具有超过

230℃的温度特征。不过，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

鸡的问题：在有商业需求之前，没有动力去设计

和表征这种封装，而在有高温封装之前，不可能

将高温电子产品商业化。对于无线电电路的高温

特性，我们使用定制的低温共烧陶瓷载体来安装

SiC 晶体管。

幸运的是，封装不一定是无法克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即使金星的大气层不能被挡在着陆

器结构之外，但由于它主要由 CO2 组成，它不会

攻击电路。请注意，表面压力并不重要。

我们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一项前往金星的任

务。但这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 我们也有与地面

应用相关的机会。为此，我们还用 SiC 制造了一

个 555 定时器。它的工作温度高达 500℃，可用

于定时器、延迟、脉冲生成和振荡器的应用。此外，

我们一直在与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的研究人

员合作，他们一直在使用我们的模型和工艺技术

来设计地热和太空应用的高温集成电路。

  感 谢 Shuoben Hou 制 造 SiC 晶 圆， 感 谢

Muhammad Shakir 制作工艺设计套件和绘制光

刻掩模。感谢 Jörgen Städje 提供照片并鼓励我

们的工作。

的无线电收发器；以及电源单元。

在我们于 2015 年开始的为期五年的 " 金星工

作 " 项目中，我们分别构建和演示了电路，由博

士生负责不同的部分。在这项工作中，关键的总

体要求是：工艺设计要包含所有的组件；工艺设

计套件将用于处理温度高达 500℃的晶体管的仿

真模型；大型电路的构建将借鉴标准的设计规则

检查和布局，同时与原理图检查器进行比较。

我们成功了吗？

我们的努力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使我们能够

在 500℃的温度下分别演示框图中的所有部分。

这一成功为制作多个放大器奠定了基础，因为不

同的传感器需要不同的阻抗匹配。我们还制作了

闪存和逐次逼近的 ADC。我们不需要开发气体或

温度传感器，因为在我们的项目之前，这两种传

感器都是可用的。我们已经证实，如果读出电子

器件是用 SiC 制造的，那么可以用硅制造合适的

地震传感器。此外，我们还演示了无线电电路。

这并不容易，由于不能使用普通的同轴电缆和连

接器，在 500℃下对 59 MHz 的信号进行表征很

有挑战性。我们还研究了掺钒的钛酸铋薄膜形式

的非挥发性铁电存储器的能力。

由于涉及大量的晶体管，最具挑战性的结构

是带有 SRAM 的微控制器。由于标准封装不能承

受高温，我们想在芯片上测量我们的电路。不幸

的是，这将我们可以在设置中使用的针式探针的

数量限制在十几个左右，我们通过引入一个 4 位

外部总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连接是用于电

源和地线、两相时钟和其他控制信号。

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的一项任务是提高金属化

系统的温度稳定性。目前我们采用的是铝，它在

660℃时就会熔化。如果我们能够切换到使用钨

等难熔金属的互连系统，这将使电子电路能够在

使用BiTV（掺钒的钛酸铋）薄膜的非挥发性铁电电容器的扫描电

子显微镜图像。插图是光学照片。

带针状探头的热台，用

于测量SiC晶圆上从室温

到600℃的电气特性。图

片：Jörgen Städje.

扩展阅读

 在金星工作项目中的几位博士生（Ekström、Hou、Shakir 和 Waqar）
的完整博士论文可从 www.workingonvenus.se 网站获得； KTH 之前

在高温 SiC 电路上的工作可在 www.hotsic.se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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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强调了 GaN HEMT 在 5G 和 6G 网络中的机会

确保高频下的可靠性

美国很多人都梦想着拥有更强劲的汽车、更

大的电视、全新的智能手机或更好的扬声

器。但是，让我们心情不好的并不是未能拥有其

中任何一个。而是当我们很依赖的某个物品不工

作时，非常让人恼火。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

被痛苦地提醒，可靠性真的很重要。

在半导体行业中，可靠性被高度重视。多年

来，人们一直致力于分析和提高器件的可靠性，

并在国际可靠性物理研讨会（IRPS）上报告了许

多进展。

虽然这次年度聚会上的演讲仍然以讨论由

硅制成的器件为主，但也有大量关于由更宽带隙

材料制成的器件的报道。去年，我们在 IRPS 上

报道了与改善 SiC MOSFET 的稳健性有关的演

讲，报道了今年 3 月底举行的会议上与 GaN RF 

HEMT 有关的研究。虽然 2021 年的会议被新冠

作者：Richard Stevenson

阻挠，但今年的与会者可以选择前往德克萨斯州

的达拉斯，或者呆在家里参加在线会议。

关于 GaN RF HEMT 的少数演讲强调了它

的高功率、高效率和在高频下工作的能力。由于

这些特性，该器件已经在移动基础设施以及国防

应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据法国市场分析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的数据，GaN HEMT 的全球

收入正在实现两位数的增长，预计到 2025 年销售

额将超过 20 亿美元。

然而，这种美好的未来并不意味着 GaN 

HEMT 已经接近完美。现实情况是，还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一个主要问题是电荷捕获——这可能

发生在势垒内、该层与帽盖之间的界面处，或者

发生在沟道或缓冲层中。此外，还有与使用异质

衬底相关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晶圆的位错、

微裂缝和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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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 IRPS 上，工程师们报告了与 GaN 

HEMT 相关的各种缺点的研究，以及这会如何影

响其可靠性。这些工作包含针对毫米波 5G 的器

件的研究，以及对 GaN HEMT 如何在 6G 中发挥

作用，6G 将需要以更高的频率进行数据传输。

瞄准毫米波 5G
美国芯片制造商 Wolfspeed 是用于射频应

用的 GaN HEMT 的领先生产商之一。Satyaki 

Ganguly 代表该公司在 IRPS 2022 上发言时，概

述 了 Wolfspeed 的 GaN HEMT 在 6GHz 以 下 的

5G 通信的能力，并详细介绍了非常令人鼓舞的，

适用于毫米波 5G 的较短栅长变体的研究。

对于只有几千兆赫的频率，可以使用多种

材料技术来生产具有足够功率的晶体管，包括那

些基于 SiGe、硅 LDMOS、GaAs 以及基于硅和 

SiC 的 GaN 的晶体管。“但更高的输出阻抗和更

高的功率密度肯定会使 GaN 器件比其他器件更节

能，”Ganguly 认为，他声称在采用大规模 MIMO

和波束成形技术时，GaN-on-SiC 还可以节省直流

功率。

Ganguly 补充说：“在 6 GHz 以上，对于毫

米波的应用，氮化镓的好处更加明显。”他指出，

GaN-on-SiC 在毫米波频率下具有更高的输出功率

（参见图 1）。

Ganguly 继续解释说，Wolfspeed 的 RF GaN 

HEMT 生长在半绝缘的 SiC 上，具有 AlN 势垒和

源极连接场板。对于低于毫米波的频率，该公司

提供栅极长度为 0.4μm 和 0.25μm 的器件，这两

种设计都有在 28V、40V 和 50V 下工作的变体。

延伸到毫米波需要减少栅极长度。这是通过

一个 i-line 步进光刻机完成的，用于生产栅极长

度为 0.15μm 的 HEMT。这些晶体管设计为在 28 

V 下工作，具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性，包

括超过 84V 的击穿电压、低漏电、超过 30 GHz

的截止频率（fT）、高线性度、超过 3.5W/mm 的

输出功率和超过 30% 的 30 GHz 的功率附加效率。

用这种技术制造的三级 MMIC 可以提供超过 5W

的输出功率，并以超过 30% 的功率附加效率运行。

Ganguly 表示，用所谓的“V5 GaN HEMT 工

艺”生产的这些 0.15μm HEMT 进行的鉴定测试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高温反向偏置测试、直流

高温工作寿命测试、温度循环和射频高温工作寿

命测试中没有观察到故障。

Wolfspeed 的工程师还通过射频和直流加速

寿命测试研究了长期可靠性。他们将故障定义为

输出功率下降超过 1dB 或发生灾难性故障，使用

射频加速寿命测试，他们确定了在 225℃结温下，

平均故障时间超过100万小时，也就是超过100年。

据 Ganguly 说，用 G28V5 工艺生产的器件和现有

的 G50V3 工艺生产的器件，中值失效时间随温度

变化的曲线图是相似的，这表明这两种技术具有

相似的故障模式。

对于直流加速寿命测试，该团队将故障定义

为最大漏极电流减少 15%。这表明在 225℃的结

温下，中值失效时间超过 1000 万小时。然而，必

须谨慎地看待这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Ganguly

警告说。“尽管直流电的结果可能看起来很吸引人，

但它可能不是正常运行条件下最重要的可靠性方

面。它给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测。”

Ganguly 将性能与 ARFL 的 David Via 在一项

研究中提供的一系列器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Wolfspeed 的 HEMT 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值失

效时间（见图 2）。在展示这些数据时，Ganguly

说，据该团队所称，这是第一个报告栅极长度短

至 0.15μm 的可靠性射频加速寿命测试数据。

据 Ganguly 说，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5G 毫

米波 HEMT 的规格可能会从 225℃的结温转变

为 275℃。虽然这会缩短中值失效时间，但可以

通过引入该公司用于针对 X 波段应用的下沉式

图  1.  对于高频下的高

功率，G a N-o n S i C 是
出色的候选者。



技术 | Technology – GaN微波射频

20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

源连接场板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该技术，

Wolfspeed 已经证明了超过 10 W/mm 的饱和输出

功率，超过 18 dB 的线性增益，超过 60% 的功率

附加效率，以及在结温为 275℃时超过 100 年的

中值失效时间。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表明，毫米

波 HEMT 即将取得更好的结果。

完善的加工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当使用不同的工艺

来生产 GaN RF HEMT 时，这将影响器件内的载

流子捕获，以及其可靠性和性能。帕多瓦大学和

UMS 已经合作开展了该研究，博士生 Francesca 

Chiocchetta 在 IRPS 上展示了研究结果。

Chiocchetta 及其同事生产的 HEMT 产品组合

包括一个对照器件，通过使用等离子体增强 CVD

对晶体管进行钝化和 CF4 等离子体蚀刻来确定栅

极脚；以及采用低压 CVD 进行钝化或用 CHF3 等

离子体蚀刻栅极脚的变体。

欧洲团队对这些 GaN-on-SiC HEMT 的研究

包括高温反向偏置测试。这既考虑了栅极泄漏电

流，也考虑了所谓的 “腹形效应”-- 这种现象提

供了对 SiN 和 GaN 帽之间存在施主陷阱的洞察，

与小的正栅极电压下的栅源电流分布有关。

对于采用不同的蚀刻形式生产的器件，高温

反向偏置测试的结果包括栅极漏电的明显增加，

以及由库仑陷阱发射引起的腹形效应。“所以我

们可以说，用三氟甲烷做的蚀刻变体并没有提高

器件的可靠性，”Chiocchetta 推断道。

引入低压 CVD 进行钝化使 HEMT 受益。它

减少了栅极漏电并抑制了腹形效应。“我们可以说，

我们有更好的栅极特性的稳定性，”Chiocchetta 说。

为了研究他们的 HEMT 组合中的陷阱行为，该团

队转向了漏极电流瞬态测量。绘制漏极电流与时

间的关系图，发现了与去捕获过程相关的两个瞬

态。蚀刻和钝化过程只影响了较慢的瞬态，这被

认为与跳跃和表面现象有关。

Chiocchetta 透露，研究团队现在正开始研究

击穿前的栅极应力，使用电致发光来识别沿栅极

指的缺陷。希望在确定每个器件内缺陷的确切位

置后，可以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进行更深入的分

析。这可能会暴露出对照器件与钝化和蚀刻变体

之间的差异。

研究陷阱

在 RF GaN HEMT 的生产过程中，工艺工程

师将铁掺杂引入缓冲层，以确保它是半绝缘的。

这一步骤增加了击穿电压，但也增加了可能降低

可靠性的陷阱。

在摩德纳大学，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铁陷阱

对 0.1μm GaN-on-SiC HEMT 随时间变化的电压的

影响。该团队发现其器件中铁陷阱的占有率随时

间变化，他们声称这可能会严重影响部署在即将

到来的 5G 革命中的 GaN HEMT 的可靠性。

工程师们在实验评估了缩放 GaN HEMT 上的

随时间变化的击穿电压，并研究了随时间变化的

击穿电压和铁阱动态之间的相关性后得出了这个

结论。研究人员 Marcello Cioni 告诉 IRPS 的代表

们，他们工作的目标是通过改变断态脉冲的长度

来实现脉冲电流电压特性，以评估 GaN HEMT 的

随时间变化的击穿电压。所做的努力包括对处于

关断状态的器件施加较短的漏源电压，并使用漏

极电流在高达 3 mA/mm 的关断时间范围内重建

击穿曲线。

工程师们将击穿电压定义为漏极电流开始垂

直增长的电压。Cioni 说：“这是雪崩产生的标志，”

他说，要发生这种情况，需要有一个泄漏路径和

一个高电场。

为了确定泄漏路径的原因，Cioni 和他的同事

测量了一系列漏源电压下的漏极、栅极和源极电

流。将所有这三种电流绘制成图暴露了源极注入

图2 .  将Wo l f s p e e d的
GaN HENT的可靠性与

AFRL的David Via提供

的数据进行比对，显示

前者的可靠性令人印象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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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器件击穿的原因。

通过将模拟与不同漏源电压下的漏极电流

的测量结合起来，在一定的关断时间内，研究小

组得出结论 ：关断时间越长，被捕获的电子浓度

就会增加，从而降低高场区的自由载流子浓度。

这导致器件击穿的电场更高。随着关断时间的缩

短，铁阱中被捕获电子的浓度降低，而自由电子

浓度增加，减少了触发击穿所需的电场。较短脉

冲的另一个影响是雪崩率增加，这也导致击穿电

压降低。

用于 6G 的氮化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5G 的推广将继续进行。

对于那些已经接入该网络的人来说，他们的服务

可能还不包括毫米波传输，所以显然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然而，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些工

程团队已经在考虑可能从 2030 年左右开始部署

的继任者 6G。

很多人正在评估这项技术可能采取何种形

式，以及 GaN 可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其中

包括来自美国 GlobalFoundries 的 Ned Cahoon。

在 IRPS 会议上，他详细介绍了 6G 的功能，可

能采用的频率，以及最适合构建下一代网络的芯

片技术。

人们可能会问，鉴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能力，

是否有必要建立 6G。然而，Cahoon 认为，对数

据的需求是永不满足的，同时带宽和数据速率大

约每 18 个月就会翻一番。

他告诉代表们，最近数据传输的增长是由

视频驱动的 -- 今年预计它将占移动流量的 79%--

而未来的驱动力将是沉浸式视频和多感官体验、

传感器驱动的人工智能元数据和全息远程呈现的

组合。

Cahoon 说：“6G 有望比 5G 网络性能提高一

个或几个数量级，”他补充说，它将提供高达 1 

Tbit/s 的数据速率，0.1 ms 的超低延迟，以及约 1

厘米的高精度定位，实现联合感知和通信功能。

为了提供所有这些功能，需要使用亚太赫兹

频域，利用 100GHz 和 300GHz 之间的大量可用

频谱。在这个域内，相应的波长约为一毫米左右。

这导致了更高分辨率的雷达，它支持 6G 的联合

通信和传感目标，并能使用更小的天线。

亚太赫兹范围存在着一些挑战。“100 GHz 以

上的损耗要高得多，”Cahoon 解释说，他指出自

由空间损耗随着频率的平方而增加，此外，芯片

内外的路由损耗也非常高。

“更重要的是，基本的器件性能要差得多，”

他补充说，通过展示所有技术（包括 CMOS、

SiGe、GaN、GaAs、LDMOS、InP、振荡器和乘法器）

的饱和输出功率随着频率的增加而下降来说明这

一点（见图 3）。“因此，在天线接口的相控阵前

端，所有重要的参数都会变得更糟 + 对于 PA 来说，

增益输出功率和效率都会变差很多；对于 LNA 来

说，增益和噪声系数会变差很多——这直接影响

到发射输出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反过来，链路范

围和数据速率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频率的增加和波长的相应减少，另一个

主要问题是相控阵间距的减少。从具有 8×8 阵列

图3 .  对于所有的半导

体技术，随着频率的增

加，饱和输出功率显著

降低。这个数据来自

于由乔治亚理工学院

的 Hua Wang 和同事提

供的功率放大器性能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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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8 GHz 芯片到等效的 300GHz 芯片，芯片尺寸

从 47 mm×47 mm 缩减到只有 5 mm×5 mm。除

了需要在更小的空间容纳电路，同时扩大尺寸外，

还需要克服热管理的挑战。

幸运的是，相控阵技术解决了半导体技术

在更高功率下输出功率的降低以及传播损耗的增

加，这要归功于将发射的功率集中到聚焦的光束

中并提高接收器的灵敏度。

“这种阵列增益的优势降低了所需的功率元

件，”Cahoon 解释说。“此外，在给定的孔径尺寸

内可以容纳的元件数量随着频率的平方而增加，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即使移动到亚太赫兹频率，

我们也可以保持相同的链接预算，例如，5G 毫米

波相控阵，每个元件使用较低的功率输出，并具

有更小的物理阵列孔径，但在该阵列内却有更多

的元件。”

由于 fT 和最大振荡频率 fmax 需要大约是所用

载波频率的五倍，对于 6G 来说，这些值需要超

过 500 GHz。这一经验法则表明，CMOS 和 SOI

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它们的性能在 450 GHz 左右

达到顶峰（见图 4）。虽然 GaN 也没有达到这个

基准，峰值在 420 GHz 左右，但 SiGe 和 InP 已经

超过了高频目标。

Cahoon 还比较了各种技术的前端性能，并

认为 InP 和 GaN 名列前茅。“这些材料系统比硅

有明显的优势，包括更高的击穿电压，更高的电

流和功率密度，以及更高的电子迁移率和饱和速

度。” 这些属性的结果是在亚太赫兹频率下明显更

好的功率放大器。

然而，Cahoon 警告说，InP 和 GaN 技术存

在着挑战。他指出，通过多芯片架构，却与逻辑

电路的集成受限，与硅技术相比，成本相对较高。

Cahoon 强调，对于所有的半导体技术来说，必

须要有一个全面的射频可靠性方法。“这在 6G 中

尤其重要，我们已经在器件性能方面面临挑战。”

在确保可靠性的同时达到高水平的性能绝非易

事。增加 5G 和 6G 的挑战是需要处理具有高峰

值的复杂波形，这种情况会导致器件经历一系列

退化状态。

“因此，重要的是要有经过更严格验证的、

基于物理学的可靠性退化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插

入可靠性模拟器中，该模拟器可以根据这种复杂

的波形进行寿命估算。”

Cahoon 还回顾了用各种技术生产的 PA 的

D 波段性能。他指出，硅的附加功率效率很低，

大约为 13%。InP 在这方面的数字最高，达到了

32%，而 GaN 产生的输出功率最高。对于低噪

声放大器来说，情况类似，InP 的噪声系数最低。

除了功率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器之外，5G 和 6G

网络还需要相控阵。Cohen 通过描述由 Analog 

Devices 制造的典型 5G 28GHz 最先进阵列来介绍

这个主题。该板载天线相位阵列采用 45nm 绝缘

体上硅工艺制成，在 PCB 的一侧有芯片，另一

侧有天线元件。在这个 50mm×50mm 的阵列中，

每个芯片的功耗约为 5 W，因此功耗密度约为 

10W cm -2 。为了散热，有一个与芯片热接触的大

型散热器。

为了发展到适合 6G 的 140GHz 阵列，耗

散的功率密度有可能激增，但必须保持在 10-

20W cm-2。这适用于化合物半导体器件。“我

们可以看到更高效率的磷化铟对降低阵列总功

率的牵引作用，但这也带来了当今磷化铟缺乏

集成能力和高成本的挑战”因此，在当前努力

提高其高频能力的推动下，可能会采用 SiGe 

器件。距离 6G 还有一段路要走，现阶段很难

说 GaN 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但对于毫米波 

5G 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得益于加深

对可靠性障碍的理解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障碍的

努力。这一主题的成功有望成为 IRPS 会议未

来几年的亮点之一。

图4. 一些半导体技术的

最大振荡频率不够高，

不足以成为6 G技术的

候选者。经验法则是

f m a x应该至少是载波频

率值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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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关型 GaN HEMT 配备 p-FET 桥可产生大而稳定的阈值电压。

GaN：通往完美 E 模式 
HEMT 的桥梁

GaN 正开始通过提供更高的效率和小型化来

彻底改变功率系统。其宽禁带和高饱和电

子漂移速率使其在 Baliga 品质因数方面脱颖而出，

进而使由该材料制成的功率器件能够阻挡高电压、

实现高频开关、可在高温下工作并可以提供低的

导通和开关损耗。

受所有这些属性的吸引，在许多受益于更高

效率的功率应用中，部署 GaN HEMT 的兴趣正在

飙升，包括电网、车辆电气化、卫星、无人驾驶汽车、

光伏系统和数据中心的电源。

目前的 GaN HEMT 还不是成熟产品。阻碍

它们实现潜在应用的最大障碍之一在常关状态下

的正常工作。为确保自动防故障装置的安全运行，

最终用户希望 GaN HEMT 工作在增强模式 ( 简

称 E 模式 ) 下。芯片制造商已经做出了回应，推

出了 E 模式 GaN HEMT，这种器件往往通过采用

p-GaN 栅极来实现常关状态下的工作。这种设计

受到相对较小的阈值电压的影响，它不到 2 伏 ( 这

是针对 105 的电流开关比 )。一个不幸的后果是，

当寄生电感引起的栅环有超过阈值电压的威胁时，

在高速关断转换期间错误开启的可能性会增加。

已经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来提高阈值电压并

降低错误开启的机会。选项包括增加栅金属功函

数和使用源极连接的 p-GaN。

然而，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并且它

们会引入新问题，例如阈值电压的不稳定性和亚

阈值摆幅较差。

克服与低阈值电压相关的挑战的最常见方法

是使用双极栅极驱动电源。提供负的栅极电压避

免了错误的导通，但付出的代价是门驱动电路设

计的复杂性。这种替代方法还受到负栅极电压的

阻碍，负栅极电压有可能通过将孔穴流吸引到栅

极侧而加速器件退化。这些空穴是在高电场区由

碰撞电离产生的。

作者：南方科技大学 华梦媛

除了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另一个与负栅极电

压相关的问题：反向传导损耗的增加。当 GaN 

HEMT 处理电感负载时，在死区时间内，这些晶

体管受到反向传导状态的影响，该状态提供了自

由电流路径。这种情况是通过在漏极 - 栅极偏置

超过阈值电压的情况下打开漏极侧沟道来实现的。

一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是负栅极电压增加了

GaN HEMT 的反向接通电压并加剧了反向导电的

损耗。

正面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发具有大且稳定的

阈值电压的 E 模式器件。这不是一个容易生产的

器件，因为它需要提高阈值电压，同时避免任何

反向传导损耗的增加。但是我们位于中国深圳的

南方科技大学的团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我们的突破源于为 E 模式 GaN HEMT 引入了

一种新颖、优雅的架构（见图 1）。这种设计使我

们能够在很宽的范围内自由调整阈值电压，而不

会出现亚阈值摆动退化和阈值电压不稳定等缺点。

除了这些非常吸引人的特性之外，我们的晶体管

还具有固有的正向和反向导通电压去耦功能。

我们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是连接源极和栅极

的常开型GaN p-FET。我们将这种结构称为“p-FET

桥”。在 p-FET 桥区之外，我们的器件具有与传

统肖特基型 p-GaN 栅 HEMT 相同的设计—栅金属

和 p-GaN 层在常关断的 AlGaN/GaN HEMT 的顶

部形成肖特基结二极管。在我们的HEMT的p-FET

图 1 ：（ a ） p - F E T 桥

HEMT提供常关操作；

(b）p-F E T桥H E M T的
等效电路。为了简单起

见，p-FET和HEMT绘制

在相同的横截面上，而

在实际器件中，p-F E T
下的2D E G沟道耗尽，

与源的 p -欧姆连接在

p-FET区域之外。



技术 | Technology – GaN电力电子

24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

桥区，增加了一个 p 沟道，将肖特基结二极管的

阳极与源极连接了起来。

在我们的设计中，由于 p 沟道常开，肖特基

结二极管的阳极在 p 沟道夹断之前保持接地。由

于这种布置，只有在栅极电压足够大以掐断 p 通

道后，才能开启2DEG通道。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我们调整 p-FET 桥 HEMT 的阈值电压，使其超过

p-FET 的阈值电压。

我们架构的另一个优势是阈值电压稳定性的

增强。当器件从较大的栅极或漏极电压切换回较

小的电压时，从浮动 p-GaN 层发射的空穴从源极

侧快速流过 p- 沟道。这种电荷流有助于确保稳定

的阈值电压。

我们的技术相对容易实现，这要归功于商业

平台上现成的 p-GaN 层。我们采用这种方法，epi

结构不会出现不利因素。另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因

素是，尽管 GaN 基 p-FET 还没有非常成熟，但

这并不是一个阻碍，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常开型

p-FET。与 E 模式 p-FET 相比，使用该特定器件

更容易获得高漏极电流。

凭借所有这些优点，目前的外延和制造技术

已经成熟，可以证明 p-FET 桥 HEMT 的优势。请

注意，这方面的成功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影响，因

为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横向结构，也适用于垂直

结构。

概念的论证

为了生产我们的器件，我们从为 E 型 p-GaN

栅 HEMT 设计的 6 英寸 Si 晶片上外延的 GaN 开

始，这些外延片包括 4.2 μm 厚的高阻 GaN 缓冲层，

图2：p-FET桥和肖特基

型p-GaN栅堆叠中凹槽

栅结构的横截面透射电

子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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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nmGaN 沟道，15 nm 厚的 Al0.15Ga0.85N 势垒，

以及掺镁到 4×1019 cm-3 的 100 nm p-GaN 帽。从

这种异质结构中，我们形成了栅长为 3 μm，栅漏

间距为 15 μm 的 HEMTs。后者可确保阻挡电压大

于 600 V。

器件制造时首先将 p-GaN 移除到栅极区域之

外，这是通过采用氯和三氯化硼气体组合的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蚀刻完成的。在这个蚀刻过程中，

我们用电子束蒸发的铬层保护 p-GaN。这是比

介质薄膜更好的选择，例如可以通过 PECVD 或

ALD 沉积的 SiNx，SiO2 或 Al2O3 层，因为铬可以

防止 p-GaN 表面的等离子体损伤和 p-GaN 中的氢

掺入。最终，这确保了良好的 p 型欧姆接触。

电子束蒸发、剥离和退火，形成源极和漏

极。在将样品浸入缓冲氧化物蚀刻剂中 5 分钟之

前，先通过光刻确定 p- 欧姆接触区域。随后，在

剥离和退火之前，我们转向电子束蒸发来创建一

个金属堆栈，即一个 20 nm 厚的镍层，然后是一个

20 nm厚的金层。接下来是对 p-FET栅区进行凹槽，

使我们能够调整 HEMT 的开启电压。然后，我们

通过 ALD 添加大约 19 nm 厚的 Al2O3 层，以产生

p-FET 栅电介质。

在器件制造之后，我们使用注入来提供平面

隔离。我们的最后一步是移除 p-FET 栅区外的

Al2O3 层，并添加栅电极和探测垫，这些电极和

接触层由 20 nm 厚的镍和 100 nm 厚的金组成（该

器件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横截面图见图 2）。为

了对我们的器件进行对照测试，我们还从同一外

延晶片上制作了单个 p-FET 和传统的 p-GaN 栅

HEMT 进行对照。

可自由调整的阈值电压…

通过调整 p-FET 的导通电压，我们可以在很

大范围内自由调制 p-FET 桥 HEMT 的阈值电压

( 见图 3)。

对我们的一系列器件进行的电气测量揭示了

凹槽刻蚀深度对常开操作的影响 ( 参见图 3(a))。

此深度从 65 nm 到 85 nm 可将阈值电压从 2.4 V 移

至 7.3 V，较浅的凹槽深度可提供更正的阈值电压。

我们的 p-FET 的正向饱和电流为 5.4 mA/mm，

但更高的值可以通过采用更精细的技术来实现。

在我们的桥接器件中，p-FET 始终工作在反向导

电区，栅极偏置高于 0 V。这样做的一个优点是，

它避免了在导通状态下由负栅偏置引起的阈值电

压的较大漂移。因此，p-FET 在 -FET 桥器件中具

有更稳定的阈值电压。

图 3 ： ( a ) 凹槽深度从

65 n m到85 n m的栅凹

型p-F E T的传输特性。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对

p-F E T栅凹槽刻蚀后的

凹槽深度进行了估算。

(b)采用具有不同阈值电

压(VTH，pFET)的p-FET的
p-FET桥HEMT的传输特

性。(c)p-FET桥HEMT
的VTH和亚阈摆幅(SS)与
VTH、pFET的关系

图4：（a）在25℃至200℃的不同温度下测量的p-FET桥HEMT的传输特性；(b）在具有不同VTH的

p-FET桥HEMT上测量的VTH的温度依赖性。

图5：(a)肖特基型p-GaN栅堆栈的等效电路；(b)正向偏置和(c)反向

偏置下沿栅堆叠的能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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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开启电压，我们可以线性地将阈值

电压从 3.6V 改变为 8.2V。令人鼓舞的是，在对

阈值电压进行较大调整时，亚阈值摆幅显示出可

忽略不计的退化。在相同的栅极过驱动偏置（即

栅极电压和阈值电压之间的差异）下，p-GaN 栅

极 HEMTs 的导通电阻与有无 p-FET 电桥的导通

电阻相似。尽管 p-FET 电桥下的 2DEG 沟道耗尽，

但由于电桥区域外的公共接入区域，可能会保持

较低的总导通电阻。我们还评估了阈值电压的热

稳定性。为此，我们测量了几个 p-FET 桥 HEMT

的转移特性，每个都有不同的阈值电压。所有经

图6：传统肖特基型p-GaN栅HEMT（a）（c）和p-FET桥HEMT（b）（d）在正向（红色曲线）

和反向偏置（蓝色曲线）下保持1秒后立即测量的的传输特性。

通过调节开启电压，我们可以线性地将阈值电压从3.6V改变到8.2V。令人鼓舞

的是，当对阈值电压进行较大调整时，亚阈值摆幅的退化可以忽略不计。在相

同的栅极过驱动偏置下(即栅极电压和阈值电压之间的差异)，带和不带p-FET桥

的p-GaN栅HEMT的导通电阻是相似的。

扩展阅读

 M. Hua et al. ‘E-mode p-FET -bridge HEMT for Higher VTH and 
Enhanced Stability’, in 2020 IEEE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 December 12-18, 2020

 J. Chen et al. “Decoupling of Forward and Reverse Turn-on Threshold 
Voltages in Schottky-Type p-GaN Gate HEMT s,” in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doi: 10.1109/LED.2021.3077081

过测试的 HEMT 在 200℃以下的阈值电压变化很

小，小于 0.4 V（见图 4）。

引入 p-FET 电桥的另一个优点是，这种结构

可以保持与传统 p-GaN 栅 HEMT 相同的反向开启

电压，同时实现更高的正向传导阈值电压。

在反向传导下，p-GaN 栅极总是通过 p-FET

沟道短路到源极，从而确保 HEMT 在此特定工作

条件下的行为类似于栅极注入晶体管。因此，反

向导通电压由常关栅极注入晶体管的阈值电压确

定。以这种方式操作可确保充分利用 2DEG 沟道

的反向传导能力，而不会牺牲任何面积。利用这

一特性，通过引入 p-FET 电桥，可以实现具有较

低导通电阻、较高阈值电压和较低反向导通电压

的 p-GaN 栅 HEMT。

…并增强了稳定性

使用传统的 p-GaN 栅极 HEMTs，开关期间

存在阈值电压偏移的威胁。在这些器件中，肖特

基型 p-GaN 栅极可以看作是串联连接的一个肖特

基结二极管和一个 p-i-n 二极管。在具有高栅极偏

置的正向偏置下，p-i-n 二极管是正向偏置的，驱

动空穴注入从 p-GaN 到沟道，并对肖特基结电容

器充电（见图 5（a））。这导致 p-GaN 层中负空间

电荷的增加。

当这些传统器件在具有高漏极偏置的反向偏

置下工作时，空穴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发射，使 p-i-n

电容放电（见图 5（b））。因此，p-GaN中的空穴更少。

由于肖特基势垒阻止了 p-GaN 层中空穴的快速补

充，使栅极和漏极电压切换回较低水平会导致空

穴缺陷。最终，观察到正的阈值电压偏移（见图 6）。

我们设计的一个显著优点是，浮动 p-GaN 层

与源极短路。这确保了稳定的阈值电压，在从高应

力电压切换到较低水平后，空穴立即流回到 p-GaN。

简而言之，我们的 HEMT 设计提供了在宽范

围内可调的稳定阈值电压方面出色的表现。这是

一项重大突破，使该装置在提供广泛的高效功率

转换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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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巧妙的电荷平衡结构，碳化硅功率器件正在超越其极限

超级结触发碳化硅超级器件

整个电力电子行业都在忙于 SiC 的相关活动。

这也难怪，因为 SiC 器件的介电击穿场强

是硅的十倍，电子饱和速度是现有器件的两倍，

带隙是其三倍，热导率也提高了三倍。所有的高

功率应用都受益于这些特性，如图 1 所示，因此

供应商、晶圆厂和原始器件制造商迅速采用 SiC，

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的人都在试图超越他们的

竞争对手，使其器件寿命更长，更出色。

由于所有这些火热的活动，这个行业出现了

一些动荡，为各种发展创造了机会。这促使了我

们 onsemi 的团队探索各种概念。在 SiC 行业日趋

成熟的背景下，我们已经能够重新审视一些课题，

而这些课题在几年前要么不可行，要么过于昂贵，

要么就是用当时可用的工具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中一个概念是超级结。无论如何设计，任

何由碳化硅制成的器件都将受益于其独特的特性。

作者： Jan Chochol 和 Roman Malousek，OnSemi

它们包括一个大的击穿电场，可以减少几十微米

的外延厚度，与硅相比，在给定的额定电压下大

大降低了导通电阻。但对于我们所探索的超级结

结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通常，这种结构由高

度掺杂、紧密间隔、掺杂量相等且相反的交替区

域组成 -- 这种结构可以确保电荷平衡。在这样的

结构下，高掺杂会导致卓越的导电性，从而降低

电阻。但这并不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好处 -- 在反向

偏压下运行，超级结被完全耗尽，电场以大致的

矩形形状均匀地分布。因此，与电场必须为梯形

的经典单极漂移区（见图 2）相比，我们在相同

漂移厚度下实现了更高的击穿场。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构建这样一个

结构？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支柱，其可控的浓度达

到表面以下几微米。由于每微米的超结深度可以

阻挡大约 200 V 的电压（我们将继续展示这点），

图1：不同电力电子技

术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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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Technology – SiC超级结

1200 V的器件需要超过6µm的良好控制的超结柱。

形成这些支柱的一种选择是离子扩散。然而，

那些在 SiC 界工作的人并不太关心这种技术，因

为根本没有办法在 SiC 中扩散离子。这导致一些

团体和公司尝试其他方法，如通过CVD填充沟槽。

再论离子注入

但在我们的试点研究中，由于方法简单和工

具的可用性，我们决定重新审视离子注入。我们

研究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其中之一涉及使用非常

高能量的注入物。粗略地说，这是一种粗暴的方

法；由于其高动能，我们将注入物推入到 SiC 深处。

更高的能量意味着更深的渗透。然后，使用多个

注入物，我们可以将浓度分布链接在一起，形成

一个看似均匀的分布。这种方法的注意事项是，

我们必须屏蔽其他支柱的注入。因此，一个注入

28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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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以是厚的覆盖层，而另一个注入物必须被遮

蔽，并且其剂量是另一种的两倍。成功并不容易，

因为只有这么厚的光刻胶可以阻挡注入物。

由于这一局限性，我们也探索了沟道注入物。

用于功率应用的 4H SiC 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允

许离子沿优先角注入，其中离子“看穿”晶格，离子 -

晶格碰撞的数量骤减。如图 3 所示，这个原理导

致浓度分布比通常的随机注入的浓度分布更深、

更平坦。例如，900KeV 的非沟道式铝的注入深

度可达 0.7µm，而用这种能量的沟道式则将深度

延伸到 3µm。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通过将不需要掩膜的毯

状高能氮注入与带掩膜的槽状铝注入相结合来产

生支柱。通过二次离子质谱获得的剖面图可以看

出该方案的成功（见图 4）。

沟道方向是沿着晶体的 0001 方向 -- 这也是

晶体的生长方向。由于大多数商业 SiC 晶体是

以 4°角切割，这就是我们采用的沟道角。为了

生产出定义明确的柱子，注入工具在整个晶圆和

批次之间保持最佳角度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感谢

Nissin Ion Equipment 公司的支持，他们在我们的

试验研究中帮助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无论我们采用沟道还是高能注入，都需要外

延再生长的步骤来达到所需的厚度。在为每个新

的支柱层再外延工艺时，我们仔细调整了条件，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注入材料的任何潜在损失（回

蚀），并确保整个外延结构的浓度恒定。我们面临

的另一个挑战是在每次外延生长后调整掩模与对

准标记的对准，并更新标记以确保后续层的精确

位置。对于通过超高能注入形成的结构，我们进

行了三个外延层生长步骤，每个步骤都涉及 1.2µm

厚的沉积层；对于沟道运行，我们只使用了两个

生长步骤，每个步骤的厚度为 2.45µm。

我们用这两种结构制作了结势垒肖特基二极

管。这涉及到使用平行条纹作为柱的掩模。由于

这些条纹与晶圆平面平行，我们在进行沟道注入

时避免了掩模阴影。

评估不同的 die
为了全面评估我们器件的行为，我们制作了

小型（0.0012 cm2）和大型（0.018 cm2）的 die。

小 die 使我们能够研究多种设计，而其大 die 的特

性更类似于生产线上的器件（在下图中可以看到

具有这些设计的晶圆）。

对于超级结器件，确保适当的电荷平衡至关

重要。这意味着两个支柱都有相同浓度的掺杂物。

在任何过程中，都有一些因素会导致浓度的扩散。

但可以通过改变条带宽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

图2：具有单极漂移区

的J B S二极管（左）和

超结J B S二极管（右）

的示意图。

图3：4H-SiC晶格的JMOL模拟。蓝色箭头表示晶体的c轴方向。(a)通过沟道方向的视图；(b)侧
视图；(c)倾斜的晶格；(d)倾斜的晶格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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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供了一种补偿和调整设计的机制——更宽

的、更低掺杂的柱与更窄的、更高掺杂的柱表现

相同。我们在 p 型柱的顶部注入了浅而高剂量的

铝，以确保良好的欧姆接触。

我们器件的接触是采用标准的 SiC工艺制作。

这在正面增加了一个 Ti/TiN 肖特基 / 欧姆接触。

我们转向阴极接触的背面研磨和金属沉积。

我们的器件具有端接功能，用于分散电场并将雪

崩电流均匀分布在有源区域中。 我们证实了这是

通过电致发光实现的，电致发光显示了有源结构

中的均匀击穿（参见图 5）。

在深入研究我们的超结研究结果之前，有必

要考虑一下我们对预期行为的假设。关键特性是

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和它的导通电阻。理想的情况

是支柱浓度达到完美的 1:1 比例，因为这确保了

超结给定厚度下可达到的最大击穿电压。同时，

导通电阻与在其中发生传导的 n 型浓度成线性比

例（行为说明见图 6）。

如图 7 所示，我们研究的实际结果证实了我

们的假设。我们为每种注入方案使用了三块晶圆，

每个晶圆的剂量略有不同（±10%），并在器件设

计中改变了支柱比率。我们的击穿结果呈抛物线

形状，其绝对位置由超结的厚度决定。请注意整

个晶圆的分布情况，较厚平面附近的外延结构提

供更高的击穿电压（优化均匀的晶圆分布并不是

研究的一部分）。正如预期的那样，导通电阻随着

p 型柱的宽度和外延厚度的增加而增加。我们已

经解决了晶圆之间的导通电阻的变化与衬底电阻

的变化。

为了比较通过超高能注入和沟道实现的结

果，我们将击穿值按厚度归一化。在省略外延厚

度扩展后，两种方法都产生了约 210V/µm 的击穿。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意味着两种方法在电

气性能和工艺稳定性方面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

于所需的工具集和所需的外延步骤的数量。

有了数据，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器件与那些经

典结构的器件进行比较，包括具有单极漂移区的

变体。我们的评估包括此类器件的一维理论极限

图，能够比较导通电阻和击穿电压（参见图 8）。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测试器件中，在更大的芯片

上的测量显示，我们在 1000V/0.7 mΩ cm-2 时正好

处于临界点。通常，超结器件的使用最佳点在 3 

kV-5 kV 区域高于该临界点。

图4. 超结实验中注入剖面的SIMS数据。

图5. 左图：器件设计的示意图。右图：器件在雪崩击穿时的电致发光。

图6：超结器件的预测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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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SiC 器件也

因其高温性能而受到追捧，这几乎在所有的应

用中都发挥了作用。正是在这里，超级结使器

件具有了“超级”性能。阻断场扩散的漂移区

是器件的最低掺杂部分。正是在这里，器件电

阻有很大的贡献—— 但超级结的引入使这个区

域变得更薄，掺杂量更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 1000V 的阻断电压后，这种变化得到了回报。

由于该区域的高掺杂，该器件受温度引起的电

阻增加的影响较小。所发生的情况是，即使在

更高的温度下，该器件也能保持其低电阻。与

此同时，击穿基本上不受影响。事实上，由于

声子散射的增加，它还会增加——需要更多的

能量才能将电子推入雪崩。因此，正如我们所

展示的，用超级结代替漂移区会带来好处，将

普通的器件转变为在高要求应用中表现优异的

器件。

如果不扩大整个 SiC 生态系统的规模，就

不可能采用 SiC 器件及其相关开发，包括本研

究报告中的进展。无论是涉及晶圆、研磨、抛

光的衬底制作；还是外延生长或其他前端或后

端工艺；每一步都是高要求的操作，需要借助

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工具。

SiC 最初是通过收购 Fairchild 公司而进入

我们 onsemi 公司的，从那时起，公司的器件技

术一直是由以下各方密切合作开发的：位于瑞

典 Kista 的设计中心；韩国富川的器件和工艺集

成团队；以及缅因州南波特兰负责开发 SiC 外

延技术的工程团队。

我们目前的职责包括支持位于韩国富川和

捷克 Rožnov pod Radhoštěm 的主要晶圆厂的

SiC 开发和生产。在位于 Beskids 山脉的小镇 

Rožnov，材料开发受到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

该地区最具创新性公司的奖项。

通过最近对 SiC 衬底制造商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的收购，我们公司提高了垂直整合

水平，并巩固了 SiC 器件组合。这些举措加强

了我们在电力电子行业的重要地位，并使 SiC

技术的前沿性更加鲜明。

图7：表征超结器件的电学数据

图8：根据实验数据，单极和超结器件的击穿电压和导通电阻的折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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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电动汽车发展的
新动力 ：Soitec 的 
SmartSiCTM 技术

作者：OLIVIER BONNIN, ERIC GUIOT, WALTER SCHWARZENBACH, NOÉMIE BALLOT, 
Céline TRANQUILLINAND CÉLINE TRANQUILLINlaizh 来自 SOITEC 

• 相比传统碳化硅（SiC）技术，Soitec 的 
SmartSiC™ 技术还较年轻，您能否介绍

一下它目前发展的成熟度？

Soitec 的 SmartSiC™ 技术正在步入产业化阶

段。我们利用在 CEA-

Leti ( 法国微电子研究

实验室法国原子能委员

会电子与信息技术实验

室 ) 的先进试验线进行

开发与原型设计，并选

择记录工具实现大批量

生产。目前，我们关注

如何降低变异性、缺陷率并提高良率，同时优化

测量取样，以最佳的工艺流程进入大批量生产阶

段。Soitec 在批量应用 SmartCut™ 技术方面已经

拥有 30 年的经验，能够借此加速 SmartSiC™ 工

艺的成熟，这是我们的优势。Soitec 已为 2023 年

的生产做好充足的准备。

• 在降低产品的变异性方面，SmartSiC™ 
可以达到怎样的水平？

SiC 的前沿开发人员已经完成了大量出色的

工作，他们在 SiC 的晶体质量和尺寸方面做出了

重大改进。目前，SiC 器件已经能够为道路上日

常行驶的电动汽车提供动力。但每个 SiC 晶锭以

及每个晶锭内的每片晶圆都是不同的，这给生产

带来了相当大的变数。然而，凭借 SmartCut™ 工

艺，每个晶圆都可以实现重复利用十次以上，从

而降低了变异性。通过使用外延层作为供体，我

坚信我们的下一代 SiC 晶圆——SmartSiC™晶圆，

将完全消除源于晶体的变异性。通过在晶层转移

之前消除基面位错（BPD），用于器件生产的每片

晶圆都将相同，这将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与传统

硅技术之间的差距也将随之缩小。

• Soitec 能否独领变革？

这是一场引领 SiC 器件性能与指标重大进步

的革命。但我们并不是独自前行。我们与战略伙

伴的合作涵盖了方方面面，从技术研发组织、材

料和设备供应商，到领先的设备制造商。这为加

速基于 SmartSiC™ 设备的应用和下一代产品的

落地奠定了基础。我们将于 2023 年开始第一代 

SmartSiC™ 晶圆的生产。我们的开发周期非常短，

从最初的开发工作到批量生产仅用了四年时间，

这充分展现了 Soitec 在行业生态系统内紧密合作

的高效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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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助推电力电子领域的创新

如果说人类世界当前面临的最紧迫危机是如

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减缓已经造成的灾难

性环境破坏以及人口损害，那么，在当前的地球

温室气体排放中，交通业的“贡献”最大，传统

上它已被视为重要的污染源。但现在，交通行业

已经扬帆起航，准备迎接百年一遇的重大转型。

交通生态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研究人员、

公司、机构和客户，都在努力塑造更绿色的未来，

而电动汽车将是有助于减少机动车碳排放的关键

创新驱动力。

更低的成本、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更短的充电

时间正在助推电动汽车的应用。传动系统的优化

是推动电动汽车突破当前极限的方向，这也是一

项密集且尖端的研发主题。由于电池提供的是直

流电 (DC) ，而牵引电机只接收交流电 (AC)，牵

引 AC/DC 逆变器的效率就成为了提高动力传动

系统能源效率的关键。

特斯拉在 2018 年就首次展示了碳化硅器件

是动力传动系统和车载充电器中能够以高性能水

平管理功率转换的最佳选择。随着每年汽车销售

数量的不断增长（见图 1），电动汽车中 SiC 的渗

透率预计也将在未来十年显著提升，从 30% 跃升

至 70%。

根据碳化硅基器件与技术的渗透率预测，以

及全球几大主要的市场对 EV 需求的激增，很显

然，健全有效的 SiC 供应链是确保 EV 被市场广

泛应用的关键。

电动汽车市场的到来及其超乎寻常的加速发

展，为电力电子市场中节能解决方案提供了巨大

动力。许多功率器件制造商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战

略举措，包括加大投资以提升大批量晶圆制造能

力、建立垂直整合模式并进行战略收购以巩固其

供应链等。

来自客户的助推压力，如要求传动系统中拥

有更高效率的逆变器，且能够通过 800V 快充实

现电池快速充电能力，使得 SiC 器件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

SiC 早在二十年前就以电力电子中硅的颠覆

性替代者的角色出现，尽管成本更高、制造工艺

更复杂，但在能量转换方面优势显著。从 25 mm

发展到今天的 200 mm 晶圆，晶圆面积的变大加

上其他各方面的改进， SiC 已成为在促进增长与提

供设计机遇领域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EV 市场中的 SiC 成本效益比显而易见，而

汽车和工业市场也正是 SiC 前进的目标方向。

然而，尽管特斯拉早在 2018 年就首次推出

了应用于电动汽车的 SiC MOSFET，但截至目前，

SiC 仍然只是一种用于高端工业和其他功率转换应

用的材料，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范围也相对狭

窄。很少有专门为 EV 应用设计的器件，而其制造

良率也仍然受到现有标准 SiC 晶圆缺陷率的影响。

图 1：全球 EV 市场趋

势和 SiC 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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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牵引逆变器所需的功率水平催

生了新的器件需求，即单芯片电流处理水平需

高达 200A。为了达到这一电气性能水平，SiC 

MOSFET 单一表面面积需要至少达到 40mm²。但

在标准单晶 SiC 衬底上制造这些器件无法达到必

要的良率，而且经济上也不可行。此外，用于制

造 SiC 晶锭的 PVT 工艺固有的缺陷范围，直到今

天仍然是实现高良率的物理障碍。

Soitec 全球领先的 SmartSiC™ 解决方案

Soitec 大展拳脚的时机已经来临。

Soitec 每年在各种产品线（主要面向智能手

机）中销售的 SmartCut™ 晶圆超过 200 万片，是

射频和手机市场中优化衬底的最大供应商。

目前，Soitec 希望在汽车和工业市场继续

保持成功。凭借深耕 SmartCut™ 工艺三十年的

专业积淀，Soitec 推出了全新的颠覆性优化衬底 

SmartSiC™，为晶圆电气性能、供应链生产力以

及器件功率密度带来了全新解决方案。

SmartSiC™ 还创造了器件层面与系统层面的

显著价值，助推了智慧移动（eMobility）的落地

应用，并推动了充电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行业

的完善。

过去几年间，Soitec 一直在格勒诺布尔 CEA-

Leti 的衬底创新中心深入研究 SmartSiC™ 解决

方案。该方案利用了单晶 SiC 衬底的卓越物理特

性，通过将其作为供体可提供十倍的重复利用率，

并结合了创新性的高导电多晶衬底作为操作晶圆

（handle wafer）。

作为领先且具备高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图 2： Soitec 独特且专

利的 SmartCut™ 工艺同

样适用于 SiC 材料。

SmartSiC™ 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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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iC™ 新型解决方案于 2021 年 9 月首次发

表于 《化合物半导体》杂志第 VI 期。本文将展示 

SmartSiC™ 的成熟度、走向大规模应用的里程碑

事件以及 Soitec 进一步的创新举措。

SmartSiC™ 晶圆可提供卓越性能：更环保、

更高效、更出色

无论是对于 150 mm 晶圆还是 200 mm 晶圆

而言，SmartSiC™ 都是一种更环保、更高效、更

出色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望成为 SiC 市场的行业

标准之一。

SmartSiC™ 将可重复利用十次的优质单晶 

SiC 与超高导电性操作晶圆相结合，与传统 SiC 

衬底相比，这种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可以无缝集

成到所有现存的电源生产线中，并表现出明显的

商用、环境与制造优势。

简单且节能的制造工艺使 SmartSiC™ 的碳

足迹更少，更为环保。与传统 SiC 相比，每片

SmartSiC™ 晶圆减少的碳排放量可高达 70%。

通过重复利用稀缺的 200mm 单晶供体，

Soitec 能够助力这些大尺寸衬底的快速落地应用，

赋能市场的增长。SmartSiC™ 的优化设计所带

来的卓越生产良率、更高的效率和功率密度，为

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相比块状 

SiC，SmartSiC™ 具有更高的导电性，可为功率

器件（例如 MOSFET 或二极管）每平方毫米提供

多达 20% 的电流。这是生成新一代功率器件的制

胜秘诀。

Soitec的SmartSiC™ 产品系列由 SmartSiC™-

Performance 和 SmartSiC™-Advanced 衬底组成。

SmartSiC™-Performance 目前处于原型开发阶段，

正在与 Soitec 客户进行验证。而 Soitec 的创新团

队正在研发 SmartSiC™-Advanced 无 BPD 衬底，

该产品目前处于送样阶段。

在具有超高导电性的多晶碳化硅操作衬底之

上（其 150 mm 和 200 mm 晶圆的总厚度分别为 

350 µm 和 500 µm），SmartSiC™ 衬底的优化设计

能够提供最高水准、厚度小于 1 µm 的单晶 SiC 

层。供体晶圆减去用于第一个 SmartSiC™ 晶圆

的 1 µm 层之后，可重复用于第二个 SmartSiC™ 

晶圆。以此类推，每个供体晶圆至少可用于十个 

SmartSiC™ 晶圆。

与块状 SiC 中使用的物理气相传输 (PVT) 相

比，采用多晶碳化硅作为每个 SmartSiC™ 晶圆生

图 3：PolySiC 主要工艺步骤。

产的操作晶圆则是基于更环保、用时更短的化学气

相沉积 (CVD) 工艺。Soitec 和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 

PolySiC 具有足够的掺杂来控制衬底的导电性，同

时还能保持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见图 3）。

图 4：晶体缺陷表征、KOH 蚀刻和光学显微镜观察结果；单晶 SiC 供体（左）和 SmartSiC™
（右）点对点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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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积淀，无论成熟度还是专业储备，

Soitec 都具备能力定义并确保晶圆几何构造的完

美，而这恰是掌握晶圆键合的关键所在。2021 年 

11 月 Soitec 收购 NovaSiC，为公司带来超过 25 

年的 SiC 晶圆生产经验，是 Soitec 在碳化硅战略

路线上的又一里程碑。

截至目前，Soitec 的 SmartSiC™ 已在衬底工

艺和设计中达到了稳定的高水平。经过密集和大

规模的测试与原型设计，Soitec 生产的晶圆为市

场、电力设备和电力系统带来的价值和益处显著。

采用 SmartSiC™ 生产的 MOSFET 和二极管性能

均获得大幅提升，同时拥有了更为长期的可靠性

和更强的高温稳健性。目前，多家设备制造商已

承诺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在其下一代产品的认证

中采用 SmartSiC™。

探秘 SmartSiC™ 的研发

Soitec 最 初 派 遣 研 发 团 队 深 入 研 究

SmartSiC™ 项目时，目的在于将 SiC 的制造良率

提高到全球公认的硅基功率器件标准水平。

SmartCut™ 工艺可以保持来料供体晶圆的晶

体质量。如图 4 所示，在供体和 SmartSiC™ 表面

的相同位置可以观察到 KOH（氢氧化钾）蚀刻晶

体产生的缺陷。 

为降低缺陷水平，Soitec 探索并采用了一种

新的概念，即在已去除基面位错 (BPD) 的供体上

采用 Smart Cut™ 工艺。

利用单晶 SiC 晶圆独特的生长特性，无

BPD 的供体能够将无 BPD 层转移到多晶 SiC 操

作晶圆上。这种新型优化衬底称为 SmartSiC™-

Advanced。SmartSiC™-Advanced 衬底的 BPD 密度

值如图 5 所示。

具备无 BPD 顶层的 SmartSiC™-Advanced 衬

底因此成为漂移外延环节的优质晶种层。

这明显降低了致命缺陷的潜在成核位置密

度，同时扩大了外延工艺窗口并简化了外延堆栈，

而且无需转换缓冲层。

良率模拟和实验表明，这些改进将引入的

外延生长致命缺陷密度降低了 10 倍，并且将大

于 20 平方毫米的器件生产良率提高到 20% 以上。

在器件可靠性方面，无基面位错层不仅可以防止

位错滑动，还能消除器件中的双极退化。Soitec

的下一代 SmartSiC™-Advanced 衬底消除了 SiC 

晶圆中的 BPD，对整个 SiC 行业而言，有望将 

SiC 器件制造良率提升至 90%。

而且，SmartSiC™ 中采用的多晶 SiC 操作衬

底具有高掺杂水平，这使 SiC 功率器件（二极管

或 MOSFET）背面的欧姆接触层更易制成。

Soitec 的最新研究证明，无需退火的欧姆接

触工艺可在 SmartSiC™ 衬底上轻松执行，且长远

芯片组装的可靠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Soitec 150 mm 的 SmartSiC™-Advanced 产品

图 6：位于法国的新工

厂贝宁 4 厂。

图 5：供体 SmartSiC™-Advanced 衬底中的 BPD 缺陷密度。

衬底 标准4H-mSiC SmartSiC™-Advanced

BPD 密度 (/cm²) ~ 50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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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送样。其原型衬底正接受主要客户的检

验，并可根据需求向其他客户弹性交付。更多数

据将在 ICSCRM 2022 国际会议（2022 年碳化硅

及相关材料国际会议）上进行公布。

SmartSiC™ 晶圆厂的启动与扩产

大批量生产是 Soitec 的下一步目标举措。

Soitec 用于 SmartSiC™ 大规模生产的新工厂 

Bernin 4 已于 2022 年 3 月破土动工，开工日期定

为 2023 年年中（如图 6 所示）。凭借最先进的设

备设施，Soitec 将在 2024 年实现 SmartSiC™ 的

产能提升；到 2030 年，SmartSiC™ 晶圆总产能（包

括 150mm 和 200mm）将达到 100 万片 / 年。其

中大部分为 200mm 晶圆，这得益于 Soitec 的两

项关键技术：

•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晶圆的尺寸面积不断扩

大，SmartCut™ 工艺的效益规模也呈现出指

数级增长，而 200 mm 规格的晶圆变得愈发

重要。

• 200 mm SmartSiC™ 晶圆所具备的 10 倍重复

利用率，将成倍优化资源利用率，缓解供应

链压力，并加速汽车和工业市场中高质量晶

圆的高效生产与应用。

随 着 多 个 合 作 伙 伴 对 SmartSiC™-

Performance 产品原型的认可（如图 7 所示），

2022 年的产品认证正处于紧锣密鼓地扩大范围并

加速推进中。

SmartSiC™ 晶圆正成为新的行业标准

电动汽车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变革，市场上

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上一次交通业变革发生在

二十世纪 90 年代左右，人类用了 15 年时间从马

车交通时代转进入机械交通时代 ；而鉴于 CO2 减

排和减缓全球变暖的迫切需要，从汽油车时代进

入电动车时代的转变应该会更快。

自 2018 年特斯拉引入 SiC 并开创电动汽车

市场以来，这项技术已被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采纳。

然而，SiC 还需要克服在电气性能、产能、成本

和良率方面的众多障碍，才能在电动汽车领域独

占鳌头。

Soitec 成功预见了上述挑战以及电动汽车行

业蓬勃发展的势头。我们推出的 SmartSiC™ 是具

有更高附加值的单晶 SiC 衬底替代品，能够为更

高效率的电源提供更环保、更高效、更出色的解

图7：150 mm 和 200 mm 规格的 SmartSiC 晶圆。

图 8：SmartSiC™ 产业化蓝图。

决方案。

由于单晶 SiC 供体晶圆可重复使用 10 次，

并且低 RDSON 功率器件的电导率提高了 10 倍，

SmartSiC™ 已能够实现大批量生产，并有望成为

行业新标准。

Soitec 汽车与工业部门副总裁 Emmanuel 

Sabonnadiere 表示：“我们的 SmartSiC™ 衬底将成

为加速电动汽车变革的关键，可帮助电力电子设

备的能效与性能提升至新高度，赋能电动汽车的

发展。”

Soitec 的创新将助力提升资源利用及能效，

助推经济发展和赋能商业成功。我们的创新成果

正在推动众多行业和生态系统的发展，而半导体

及其基础衬底的战略地位正是他们所一致认可的。

Soitec 的创新土壤孕育着美好未来！ 

  注：Soitec 的四篇科学出版物将在 ICSCRM 
2022 上正式发布



科技前沿 | Research Review

38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8/9月

度下，在籽晶和外延层之间的界面上会形成空洞。

在这项最新的工作中，Usami 及其同事证

明，在加热期间引入 Ga2O3 气体可防止籽晶在

1300℃下分解。最初的成功是使用了 2.1sccm 的

Ga2O3 流量在 1200℃至 1250℃之间加热，然后在

1250℃至 1300℃范围内增加到 4.2sccm。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在此条件下生长

的 GaN 在籽晶和外延层之间的界面上没有大的凹

坑、多晶和空洞等缺陷。这些发现表明，Ga2O3

气流可防止晶种在 GaN 外延生长之前发生分解。

第二组实验考虑了温度对高生长速度下多晶

程度的影响。研究人员比较了在 1200℃没有任何

Ga2O3 气体预流的情况下生长；在 1250℃下生长，

在 1200℃到 1250℃之间加热时，使用 2.1sccm 的

Ga2O3 流量；以及以前在 1300℃下生长的条件。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在 1200℃和

1250℃下，GaN 生长过程中 Ga2O3 气体流量越大，

多晶化程度越大。然而，在 1300℃时，多晶密度

并没有随着 Ga2O3 气体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

以 195μm/hr 的生长速度可以得到几乎没有多晶

的 GaN。

Usami 认为，有可能在更高的温度下生长

GaN，例如 1350℃，这将有助于加速生长。

但是，温度越高，分解越严重，所以要精准

优化预生长条件。

该团队的目标是实现超过 1 毫米 / 小时的生

长速率。

参考文献

Shimiz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35503

高温氧气相外延技术旨在简化体 GaN 晶体生长。

GaN晶体生长的优化

来自日本的工程师通过将生长转移到非常高

的温度，提高了用氧气相外延生产的 GaN

晶体的质量。

他们的成功增加了氧气相外延技术 (OVPE)

的前景，与现有的 HPVE 技术相比，该技术有多

个优势。

与 HPVE 相比，OVPE 的优点包括没有固体

副产物，如 NH4Cl，由于加入了作为供体的高浓度

氧，生产出的材料具有高载流子浓度和低电阻率。

来自大阪大学的日本队发言人 Shigeyoshi 

Usami 告诉化合物半导体，最新突破的关键是建

立了一种预生长技术。

“由于 GaN 在 1300 摄氏度的温度下分解，所

以很难在这么高的温度下生长，”Usami 解释说。

然而，Usami 说，通过引入预生长工艺，他

和他的同事现在可以抑制籽晶衬底的分解，并在

1300℃的温度下生长 GaN。

当这些工程师以前被限制在 1250℃的生长温

度时，他们以大约 100μm/ 小时的生长速度生产

多晶 GaN。当将温度提高到 1300℃时，他们几乎

消除了多晶，同时使生长速度翻了一番。

在 OVPE 中，GaN 是由氧化镓和氨反应生成

的，副产品是水和氢气。气态氧化镓是通过氧化

镓颗粒形成的。

为了生产体 GaN，氧化镓和氨气被定向通入

到放置在生长区并用电阻加热系统加热的 GaN 籽

晶表面 ( 见图 )。

一旦籽晶的温度超过 500℃，氨气就会直接

喷射到它的表面，以防止 GaN 的分解。然而，当

籽晶的温度高达 1300℃时，这是不够的。在该温

利用氧气相外延，GaN是由氧化镓和氨反应生成的。水和氢气是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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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团队正在致力于缩小

在硅衬底上生长的 GaN 射频器件与那些在

碳化硅衬底上生长形成的 GaN 射频器件之间的性

能差距，虽然后者的性能更加优越，但价格却非

常的昂贵。

该合作团队的发言人，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学

林说，该团队的硅基 GaN 生长工艺获得的外延片

为降低位错密度开辟了新的道

路，同时确保了较低的射频损

耗。

这两个方面的成功都来自

于解决与氮化铝缓冲层生长有

关的问题。在生长之前和生长

过程中，铝原子扩散到硅衬底

中，在那里它充当浅受主杂质，

形成导致射频损耗的 p 型寄生

层。杨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优化

三甲基铝的流速将这种扩散降

至最低。

请注意，这些研究人员绝

不是第一个通过抑制铝的扩散

来尝试和改善用于射频应用的

硅基 GaN 材料质量的人。其他人则转向降低生长

温度、插入 3C- 碳化硅阻挡层、衬底氮化或使用

分子束外延技术（MBE）生长。虽然这些方法抑

制了铝的扩散，从而抑制了射频损耗，但这是以

降低晶体质量为代价的。

为了避免这种妥协，来自北京大学、中电化

合物、北京量子物质合作创新中心和日本国际材

料纳米中心的团队通过研究在各种生长中和生长

前条件下生产的样品取得了突破性胜利。

这些试验首先将 150 mm 的高阻硅衬底装入

行星式 MOCVD 反应室，并在氢气中对它们进

行 10 分钟的热处理。样品由三甲基铝以 15sccm、

10sccm 或 5sccm 的速率流动 3 分钟形成，然后生

长 90 nm 厚的 AlN 缓冲层。该团队还生产了第四

个样品，使用 10sccm 的预流率 3 分钟，然后生

长 190 纳米厚的缓冲层。对于所有四个样品，研

究人员使用晶格失配诱导的应力控制技术，生长

改进的硅基GaN射频器件

了 1.3μm 厚的 GaN 层。

透射电子显微镜显示，最低的三甲基铝流速

为 5sccm，导致了晶片表面的裂纹。在较高的流

速下，没有裂纹。用二次离子质谱仪 (SIMS) 对无

裂纹样品的研究表明，将 AlN 生长前的三甲基铝

流从 15sccm 减少到 10sccm，AlN-Si 界面的铝浓

度从 5.5×1015 cm-3 降低到 3.5×1015 cm-3。这种减

少的程度是在三甲基铝流量下降之后进行的。测

量还表明，AlN 缓冲层厚度从 90nm 增加到 170nm

时，衬底表面的铝杂质浓度从 1.8×1011 cm-2 增加

到 2.4×1011 cm-2。

根据 SIMS 提供的研究结果，Yang 及其同事

得出结论，在 AlN 生长之前，铝的扩散对三甲基

铝流动比所沉积的 AlN 缓冲层的厚度更加敏感。

为了确定射频损耗，研究小组将共面波导

配置中的传输线添加到它们的异质结构中。铝

扩散水平最低的样品产生的射频损耗最低，在

10GHz 处仅为 0.25dB mm-1。该样品的位错密度

为 2.9×109 cm-2。

Yang 认为，通过研究更大范围的三甲基铝流

动和 AlN 厚度，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参考文献：

C. Ma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31003 (2022)

在缓冲层生长之前通入三甲基铝流，可以产生具有低射频损耗的高质量硅基的 GaN 射频器件

对于高质量GaN层的生长，硅衬底中最低水平的铝来自于10sccm的预生长流程，以及90 nm的

AlN厚度(样品B)。样品A具有15scccm的较高流量，而样品D具有10sccm的流速和190 nm的AlN厚

度(样品C，未示出，具有以5sccm的流量产生的90 nm厚的AlN层，在外延层中有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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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报道使用低压酸性氨热工艺生长大型、平

坦的 c 面 GaN 的团队。他补充说：“这所用的压

力是传统酸性氨热法的一半，是碱性氨热法的四

分之一。”

该团队在一个能够容纳直径达 4 英寸的晶体

的高压釜中进行了氮化镓生长。这个容器内衬银，

以防止超临界氨和酸之间的反应造成腐蚀。

GaN 籽晶被放置在温度较高的高压釜的下半

部分。在它们上方温度较低的地方，该团队添加了

原材料多晶 GaN。这种特殊的排列有助于高质量 

GaN 的生长，因为晶体生长发生的较高温度抑制了

点缺陷的产生，并且杂质原子被传输到低温区。

研究人员研究了在以下材料上生长 21 天后形

成的氮化镓材料：直径为 2 英寸的 HVPE 生长的

籽晶；以及通过酸性氨热法生产的 10mm×10mm 

籽晶。在 HVPE 种子上生长的氮化镓出现了倾斜

和晶格畸变，而在氨热籽晶上形成的氮化镓则产

生了 3 毫米厚的光滑、平整的氮化镓晶体。

根据他们的发现，Chichibu 和他的同事们把

用氨热法生产的 60mm×60mm 籽晶插入高压釜

中。经过 14天的生长，产生了一个 3毫米厚、光滑、

平整的氮化镓晶体。它几乎没有弯曲形变，当用

X 射线衍射法评估时，

会产生一个半峰全宽

仅为 13 弧秒的峰。

自报告这些结果

以来，该团队安装了

一个更大的高压釜。

Chichibu 透露说：“我

们目前正在进行 4 英

寸和 6 英寸量产的生

长实验，”他补充说，

该团队的下一个目标

是为客户生产低压酸

性氨热生长的氮化镓

衬底，并加速器件评

估。

从传统的氨热生长方式转变为使用酸性矿化剂，可以提高氮化镓晶体生长的效率。

酸性氨热生长有望获得价格更低的氮化镓

为 GaN 衬底的商业化生产设计一个出色的工

艺绝非易事。现行技术 HVPE 以牺牲材料

质量为代价提供了合理的效率，而主要的替代技

术氨热生长，主要依靠高晶体质量，但由于产量

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然而，氨热生长的局限

性可能很快得到解决，这要归功于来自日本的一

个团队，该团队通过采用酸性矿化剂的大型高压

釜提高了产量。

传统的氨热生长使用碱性矿化剂和超过

600℃的温度。生长发生在由镍基超级合金制成的

高压釜中，这种材料在高温下具有很高的强度，

但晶体形成所需的高压限制了生长反应器的尺寸。

从碱性矿化剂切换到酸性矿化剂可以降低生

长压力，因此可以使用更大的高压釜来提供更高

的产量。

正在探索这一机会的日本合作项目汇集了来

自东北大学、三菱化学公司和日本钢铁厂的研究

人员，后者在生产高压釜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

识。这家公司已经制造了 400 多台用于水热法生

产石英的高压釜，并且在生产用于 GaN 基本氨热

生长的高压釜时，可以借鉴 15 年的研究经验。

团队发言人 Shigefusa Chichibu 声称，他们是

酸性氨热生长可以在相对较低的压力下进行，从而允许使用具有更高产量的更大的高压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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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政府定立的长期目标，与及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潜在规模，催化了《半导体芯科技》（Silicon 
Semiconductor China）中国版杂志的诞生。目前，中国的半导体消耗量达全世界的60%，但其中约

90%的半导体需要依靠进口。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中国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工业4.0计划，以便与欧洲

和北美的制造能力相竞争。“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之一是升级和增加包括信息技术、机器人和汽车业在

内的十个关键领域的国产零部件含量。

为了提升半导体制造能力，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至少投资1770亿美元，以建立中国自己的芯

片产业。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晶圆厂有24座。

多年来，面向全球的Silicon Semiconductor英文版杂志也一直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服

务，但现在是时候推出一本独立的《半导体芯科技》（Silicon Semiconductor China）中文版杂志了。

www.sis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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