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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之氮化镓衬底
2 英寸高品质氮化镓衬底价格就要好几万人民币，4 英寸价格就更是天价了。与

碳化硅器件必须同质外延不一样，氮化镓器件可以有异质外延路径，故此氮化镓单晶

或衬底技术一直没有在产业的催逼下快速突破，虽有进展，但总是有老牛拉车缓慢前

进之嫌，故价格一直体现“贵族气息”，让人望而却步。因此近几年第三代半导体红

红火火，氮化镓赛道也风口浪尖，不过终端应用基本都不是氮化镓衬底制备的器件，

因此氮化镓衬底项目虽也借势而起，但实则一直没有很好的商业转化。全球氮化镓衬

底技术共 13000 多件专利，其中日本占比接近 60%，可见日本在该领域遥遥领先，一

枝独秀。国外主要玩家有日本住友、古河电气和 Kyma，国内有苏州纳维、东莞中镓

和上海镓特。日本住友 2003 年就在全球率先量产氮化镓衬底，侧重 HVPE 法，重点

解决衬底缺陷、尺寸等难题。氮化镓衬底目前以 2-3 英寸为主，4 英寸已经实现商用，

6 英寸样本也已开发。

氮化镓异质外延基本都是走的横向器件路线，其在电压，尤其是电流等级提升上

都会有瓶颈，故此氮化镓想要在中高功率的工业或车规应用中渗透，自然就必须转向

纵向或垂直结构器件，那此时氮化镓衬底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就显露无疑了，目前最核

心的问题就是贵。因此开发低成本的氮化镓长晶技术就迫在眉睫了。

因常压下氮化镓没有液态，无法使用常规主流经济的熔体法生长氮化镓单晶。目

前生长氮化镓单晶的主要方法有气相法和液相法，气相法主要是氢化物气相外延法 ( 

HVPE) ：Ga 源与 HCl 气体反应生成 GaCl3，再与 NH3 反应在蓝宝石衬底上生成氮化

镓；液相法是在 N 源溶质溶解在液态 Ga 源溶剂（或者 Ga 源溶质溶解在液态 N 源溶剂）

中通过溶质的过饱和在同质籽晶上生长氮化镓。液相法有高压高温溶液法和助溶剂法，

高压高温溶液法是通过增加温度 (1600-2000 K) 和压力 (15-20 kbar) 提高 N2 在液体 Ga 

中的溶解度。助溶剂法是在不提高温度和压力的情况下增加一定的助溶剂来提高相应

溶质溶解度的方法，常见的有 Na 助溶剂法，溶质是 N2，溶剂是 Ga ，助溶剂是 Na ；

氨热法本质上也是一种助溶剂法，溶质是 Ga，溶剂是 NH3 ，助溶剂是矿化剂（有酸

性和碱性两种）。热门且较成熟的生长技术为 HVPE 法，助溶剂法研究晚于 HVPE 法，

近 10 年来也在持续发展。HVPE 方法生长速率快、易得到大尺寸晶体，是目前商业

上提供氮化镓单晶衬底的主要方法 ; 其缺点是成本高、晶体位错密度高、曲率半径小、

以及会造成环境污染。氨热法生长技术与水热生长技术类似，结晶质量高，可以在多

个籽晶上生长，易规模化生产，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 其缺点是生长压力较高，生长速

率低。Na 助熔剂法生长条件相对温和，对生长装备要求低，可以生长出大尺寸的氮

化镓单晶；其缺点是易于自发成核形成多晶，难以生长出较厚的氮化镓晶体。近年来，

液相法技术进展较快，使得氮化镓晶体质量逐步提高，成本逐渐下降，所生长氮化镓

位错密度比 HVPE 低 2-3 个数量级，晶体尺寸也达到 4-6 英寸，在产品竞争力上有超

越 HVPE 技术的潜力。近期，日本又发明了氧气相外延技术（OVPE）生长氮化镓晶

体，氧化镓颗粒气化后，在籽晶上与氨反应生成氮化镓，同时生成水和氢副产品。与

现有的 HPVE 相比，OVPE 可以在更高的温度生长，有望实现更快的长晶速度（1mm/h）

和更高的长晶质量。因此气相法和液相法都在各自的赛道上不断创新突破，彼此超越，

难分胜负。或许利用各生长方法优势互补才是氮化镓单晶质量、成本及规模量产的有

效方案。如，HVPE 以助溶剂生长的极低位错大尺寸氮化镓为籽晶，可快速突破位错

密度高的瓶颈；氨热法以 HVPE 生长的大尺寸氮化镓为籽晶，可突破籽晶尺寸小、无

量产籽晶的障碍。最近国际上各生长方法的研究团队加强合作，已初见成效。相信随

着大家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合作，低成本高质量大尺寸氮化镓单晶的量产很快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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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speed 扩展 AEC-Q101
车规级碳化硅 MOSFET，
推出 650 V E3M 系列产品

电动汽车（EV）市场预期在未来十年 i 的复

合增长率 CAGR 将高达 25%，这一快速增长由环

保需求及政府支持推动，并将由能满足高效率及

高功率密度要求的碳化硅（SiC）器件技术实现。

车载充电机（OBC）是当今 EV 关键电力电

子系统之一，由 AC-DC 和 DC-DC 功率级组成。

当今主流型号里，6.6kW 单向车载充电机凭借 

400V 电池系统在 EV 中备受青睐。然而，双向车

载充电机的趋势与日俱增，可支持新兴的“车网

互动”（V2G）服务。ii

Wolfspeed 新款车规级 E- 系列（E3M）650V、

60mΩ MOSFET 系列帮助设计人员满足 EV 车载充

电机应用。采用 Wolfspeed 第三代 SiC MOSFET 技

术，E3M0060065D 与 E3M0060065K（图 1）的特

色为高温导通电阻低、可高速开关且电容小、体二

极管反向恢复特性好、最大结温（Tj）高达 175℃。

重要的是，这些器件通过 AEC-Q101 (Rev. 

E) 认证完全符合车规级标准，并可以满足生产

部件批准程序（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PPAP）。PPAP 说明 Wolfspeed 充分理解设计人员

的所有规格要求，并可实现优异的一致性，使得

设计人员可对器件生产过程保持充分信心。

与市场上现有的 650V SiC MOSFET 相比，

Wolfspeed E3M 650 V SiC MOSFET 技术能让系统

因损耗更低而在运行时温度更低，从而在终端应

用中显著提高效率（图 2）。更低的损耗同时使得

图 1：E3M0060065D 与 E3M0060065D 为无卤素、RoHS 合规器件，满足 AEC-Q101 车规级标准并可以满足PPAP。

图 2：由于 Wolfspeed 器件可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损耗，这些器件运行时的温度明显低于竞品 SiC MOSFET。

http://w.lwc.cn/s/juMv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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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speed 扩展 AEC-Q101
车规级碳化硅 MOSFET，
推出 650 V E3M 系列产品

器件温度下降，可降低系统级热管理成本并提高

系统级功率密度。

为您的设计选择封装

Wolfspeed 新 款 E-Series 650V 60 mΩ SiC 

MOSFET 具有两种不同的封装。E3M0060065D 

为三引脚 TO-247-3L 封装，E3M0060065K 为四

引脚 TO-247-4L 封装（带开尔文源极引脚）。开

尔文源极连接可消除源极电感对驱动的影响，使

开关损耗更低速度更快。

开尔文源极让设计者能够尽可能地利用 

SiC 器件所具有的开关特性。相同裸片采用

不同的封装，因此可提供不同的性能。例如，

E3M0060065D 在 IDS 为 20 A 时总开关损耗 (ETOTAL) 

约 300μJ ；E3M0060065K 在相同情况下的 ETOTAL 

则接近 62μJ（图 3）。

EV 车载充电机应用中的 E- 系列 (E3M) 650 V 
60 mΩ SiC MOSFET

基于 SiC MOSFET 的典型双向设计如图 4 所

示，其包括用以 AC-DC 转换图腾柱 PFC 和双向 

CLLC 谐振 DC-DC 变换器。通过采用Wolfspeed E-

系列 (E3M) 650V SiC MOSFET，可以提升这两个

变化器的性能。

与全硅双向 EV 车载充电机设计相比，

图 3：VDD = 400V 时，开关损耗与漏极电流对比图。

图 4：SiC高开关频率能力（底部）让设计人员可节省无源器件成本，而其高效率更可降低热管理花费（右）。

Wolfspeed E- 系列 (E3M) 650V 60mΩ SiC MOSFET 

设计能显著降低电容、磁性元件等无源器件成本，

以及热管理和外壳成本。这些成本节省主要来源

于在实现更高频率的同时提高开关频率（Fs）的能

力。例如，此 AC-DC 转换环节开关频率为 67kHz。

而 DC-DC 开关频率可从全硅的 80-120kHz 典型频

率范围提高到基于 SiC 解决方案的 150-300kHz。

获取 Wolfspeed design-in 支持

Wolfspeed 提供多个参考设计与评估套件，让

设计更加轻松。6.6 kW 双向车载充电机参考设计

（CRD-06600FF065N-K）可快速开启项目并帮助 

design-in 此新款 E3M 650 V SiC MOFET。

有关 E3M0060065D 与 E3M0060065K 的更多

息，可在 E- 系列界面上获取，其提供 Wolfspeed 

的车规级、符合 PPAP、耐潮湿 MOSFET 系列产

品信息，该系列具有业内极为优异的开关损耗和

品质因数。

i IDTechEx, Power Electronics for Electric Vehicles 
2022-2032, (https://www.idtechex.com/)

ii Sai Sudharshan Ravi, et al., January 2022, Utiliz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for Vehicle-to-Grid Services: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https://mdpi-res.com/d_
attachment/energies/energies-15-00589/article_deploy/
energies-15-00589.pdf)

http://w.lwc.cn/s/Af2Y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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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 市场长期以来一直由数据通信和电信应用主导，因

此得益于高数据速率模块（超过 400G）、大型云服务和国家

电信运营商需要增加光纤网络容量，InP 市场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25 亿美元增长到 2027 年的约 56 亿美元。但是，根据

Yole Intelligence 的数据，消费电子应用将成为 InP 行业的下

一个展示舞台，2021 年至 2027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37%。

“人们对 InP 在消费电子应用中的渗透有很多猜测。2022 年

标志着这种采用的开始。对于智能手机来说，OLED 显示

器在 13xx 到 15xxnm 左右的波长范围内是透明的，“Yole 

Intelligence 的技术和市场分析师 Ali Jaffal 说。

OEM 厂商有兴趣去除手机屏幕上的摄像头凹槽，并将

这些 3D 传感模块集成到 OLED 显示器下方。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正在考虑转向 InP EEL 来取代当前的 GaAs VCSEL。然

而，从成本和供应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举措并不简单。Yole 

Intelligence 指出，InP 在 2021 年首次渗透到可穿戴耳机中，

苹果是第一家在其 AirPods 3 系列中部署 InP SWIR 接近传

感器以帮助区分皮肤和其他表面的 OEM。这点已被扩展到

iPhone 14 Pro 系列。这家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还改变了其

高端智能手机系列——iPhone 14 Pro 系列的美学设计，将屏

幕顶部的凹槽尺寸缩小为丸状。为了实现这种新的前置摄像

头布置，必须将其他一些传感器（例如接近传感器）放置在

显示器下方。

InP 的下一站 ：消费电子应用？

InP 是否会继续渗透到其他 3D 传感模块中，例如点阵投

影仪和泛光照明器？或者 GaAs 技术能否再次回归，为长波

长激光器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像苹果这样的创新公司在其

产品中增加这样的差异化因素，会显著影响其供应链中的公

司，反之亦然。用于苹果公司接近传感器的传统 GaAs 供应

商可能会从 GaAs 转换到 InP 平台，因为这两种材料可以共

享类似的前端处理工具。Yole Intelligence 当然希望看到新的

参与者进入 InP 业务，因为消费电子市场代表着巨大的潜力。

此外，苹果公司的举动可能会触发 InP 向其他消费类应用的

渗透，例如智能手表和带有硅光子学平台的汽车 LiDAR。

2022年标志着向智能手机及其他领域转变的开始

英国化合物半导体晶圆和先进材料供应商 IQE 已与韩国

SK Siltron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共同开发化合物半导体产品

并实现商业化。该协议正式确定了一项在亚洲市场发展业务

IQE 宣布与 SK Siltron 展开合作
战略协议，以 SK Siltron 的衬底专长和 IQE 的外延能力为基础。

IQE 和 SK Siltron 将专注于开发和提供基于 SiC 上的 GaN 的

外延片，用于无线通信市场的射频应用，以及基于硅基氮化

镓的电力电子应用，涵盖一系列市场。

这些市场加起来为 GaN 器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机会，

并有望在消费电子、电信和汽车应用中实现强劲增长。IQE

首席执行官 Americo Lemos 评论说：“IQE 的 GaN 外延产品和

SK Siltron 的衬底产品之间存在巨大的协同效应，我们将利用

这些优势为市场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在亚洲的扩张是 IQE

的一个重点，我们很高兴能与全球公认的先进材料领导者合

作。SK Siltron 首席执行官 Janho Jang 评论说：“我们很高兴两

家先进材料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联手，共同开发与 GaN 材料相

关的令人兴奋的增长市场的产品。我期待着与 IQE 取得相当

大的成功，并发展这种关系，以涵盖广泛的半导体材料。化合物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将专注于亚洲市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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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赛科是一家旨在利用高性能、低成本

的硅上氮化镓（GaN-on-Si）功率解决方案使

全球能源生态系统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公司，

该公司已在比利时鲁汶扩建了其欧洲办事处，

并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比利时新的 GaN

功率器件研发活动由英诺赛科研发副总裁的

JanŠonský 博士领导。JanŠonský 博士将与英诺赛科总部的公

司研发团队密切合作，领导下一代技术的开发。

Šonský 博士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半导体行业拥有 20 年的研发经验。此前，他为另一家领

先的半导体公司贡献并推动了用于移动和汽车应用的 GaN

和硅技术开发，实现了技术突破。Šonský 博士在业界广受

尊敬。他曾担任 ISPSD 会议的总主席，并于 2021 年当选为

ISPSD 名人堂成员，以此证明了他的成就。

英诺赛科的新研发活动位于鲁汶，邻近 IMEC，这是

一个得到高度认可的先进半导体技术卓越中心，而鲁汶大

学 KU-Leuven 也因其在电力电子领域的活动而闻名。因此，

英诺赛科在比利时“GaN 谷”开设欧洲研发中心
英诺赛科的新研发团队成为比利时所谓

“GaN 谷”的最新成员。该公司旨在吸引

最优秀的人才来执行其雄心勃勃的技术

路线图，并成为 GaN 功率解决方案领域

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新成立的欧洲研发

中心将在提高英诺赛科核心 GaN 器件技

术和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公司保持

未来 GaN 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英诺赛科欧洲总经理 Denis Marcon 博士说：“我们欢迎

Jan 加入英诺赛科，我们期待着从他和他的团队将要做的工

作中受益。我们的器件已经在低电压（30V 至 150V）和高

电压（650V）额定值下提供了优异的性能。我们期望新的

研发中心能够提供更好的性能、更小的尺寸和超可靠性。”“英

诺赛科百分之百致力于氮化镓的研究，”Šonský 博士补充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推动我们的下一代技术的很好的机会，使

全球和不同市场的功率电子设计人员能够享受英诺赛科 GaN

技术带来的高性能，从而彻底改变功率应用。”

HexaTech 宣布加速其直径为 100 毫

米的单晶氮化铝（AlN）衬底产品开发计

划。据该公司称，该计划在过去一年中

一直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将在人力资

源和资本支出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涉及

从晶体生长到抛光的所有制造工艺领域。

HexaTech 业务发展副总裁 Gregory Mills

表示：“正在开发的 100 毫米直径 AlN 产品旨在支持快速扩

HexaTech 投资 100mm AlN 衬底项目
大的深紫外光电子商业市场，以及新兴

的基于 AlN 的功率和射频器件开发工作

的需求。这种能力不仅将大幅提高单位

面积的价值，从而降低器件成本，而且

还将与已经以 100 毫米运行的现有客户

生产线很好地集成。HexaTech 的所有 2

英寸直径产品，包括全系列的深紫外透

明衬底产品，现在都有标准的交货时间。

安森美（Onsemi）庆祝其在捷克共和国 Roznov 扩建的 

SiC 工厂开业。从 2019 年开始，Onsemi 将 SiC 抛光晶圆和 

SiC 外延片生产添加到了其在 Roznov 现有的硅抛光和外延片

及器件制造中。由于原厂区已不敷使用，去年开始重建一座

新楼，以进一步扩大晶圆和 SiC外延片的生产。在未来两年内，

此次扩建将使该基地的 SiC 生产能力提高 16 倍，到 2024 年

底创造 200 个就业机会。

到目前为止，Onsemi 已在 Roznov 工厂投资超过 1.5 亿

美元，并计划在 2023 年之前再投资 3 亿美元。Onsemi 最近

因其在捷克共和国的 SiC 投资而被授予外国投资协会（AFI）

投资领域重大贡献奖。“连同我们在 Hudson, NH 的 SiC 晶圆

安森美扩建欧洲 SiC 工厂

捷克共和国工厂将在未来两年内将 SiC 晶圆产能提高 16 倍

生产扩展，这些增强的 SiC 制造能力使 Onsemi 能够为客户

提供关键的供应保证，以满足对基于 SiC 的解决方案快速增

长的需求。”Onsemi 执行副总裁兼功率解决方案集团总经理 

Simon Keeton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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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I Systems，迈康尼集团宣布与 Lumentum 达成
新合作，将为汽车行业提供创新的激光雷达解决方案

MRSI Systems 很高兴地宣布与 Lumentum 达成新合作

(“Lumentum”，纳斯达克代码：LITE)，Lumentum 是汽车

行业光子芯片和光模块的全球领导者。此次合作有望为该行

业带来创新的激光雷达解决方案。

激光雷达 ( 光探测和测距 ) 技术正在成为中高端汽车的

标配设备。未来 5 年，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应用对车

规激光雷达的需求将以 94% 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增长。

与光收发器相比，车规激光雷达需要通过更严格的可靠性验

证，其中光电芯片封装技术的可靠性非常重要。如何在大规

模生产中高可靠、零缺陷的实现光电子芯片封装是车规激光

雷达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双方都将以各自数十年的行业经验及专长展开合作。

Lumentum 是全球领先的车规激光雷达行业的光子芯片和光

模块供应商。Lumentum 凭借其为通信和消费应用提供可靠

半导体激光解决方案的专长，开发了一系列满足车规行业质

量、范围和可靠性要求的半导体激光产品。Lumentum 提供

1550nm 窄线宽 DBR 半导体激光器用于调频连续波 (FMCW)

相干激光雷达，905nm 和 940nm VCSEL 阵列激光器对应功

率用于远程激光雷达和舱内监测。MRSI Systems 是全自动、

高速、高精度、灵活多功能贴片系统的全球领先制造商。为

光电和微电子行业提供高精度、高灵活、高可靠性和高速全

自动芯片封装解决方案。在车规激光雷达行业，MRSI 为不

同的键合工艺提供高可靠性和全自动化的封装解决方案。

在 2022 年 CSC 大会上 MRSI Systems 的高级战略营销

总监周利民博士宣布，MRSI 与 Lumentum 的合作将为车规

激光雷达行业提供高可靠性的光子芯片及封装解决方案和服

务。并代表两家公司发表了题为“车规激光雷达光电芯片

及封装技术探讨”的报告。Mycronic Group 副总裁兼 MRSI 

Systems 总经理钱毅博士说：“我们很高兴与 Lumentum 在车

规激光雷达行业展开合作。MRSI Systems, 迈康尼集团将有

更多机会与全球领先的光电公司合作，为快速增长的行业开

发高可靠性的芯片封装解决方案。我们合作提供从芯片到模

块封装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将缩短上市时间，并在实现车规激

光雷达的量产解决方案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http://w.lwc.cn/s/QvyE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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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尺寸发光二极管 (Micro-LED) 因其在高分辨率显示器、可穿戴设备和 VR/

AR 头盔中的潜在应用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它们的器件性能会受限于传统

侧向结构 Micro-LED，其两个电极往往处于 p-GaN 侧。在此，我们开发了可转移

的硅基垂直结构 Micro-LED，其两个电极相对，具有更好的散热性，并且比传统的

侧向结构 Micro-LED 亮度高 60%。我们进一步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双面胶带辅助转

移工艺，使这些垂直结构 Micro-LED 能够以简单而可靠的方式完全转移到聚酰亚

胺胶带上。结合基于低熔点图案化铟合金的键合方案，这些转印在胶带上的 Micro-

LED 可以进一步集成到具有共 p 电极的硅背板上。最后，通过形成连接到每个像素

的 n 电极，从而首次制备出具有单独寻址阴极的新型倒置垂直结构 Micro-LED 显

示器。

关键词 ：倒装焊，微型显示器，巨量转印、垂直结构微尺寸发光二极管

基于转印的高性能
垂直 Micro-LED 微显示器

作者：李长灏，潘章旭，郭婵，李育智，周月，王建太，邹胜晗，龚政 *
 Institute of Semiconductors,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No.363 Changxing Road, Guangzhou 510650, 

China (email: zheng_gong@gdisit.com).

背景介绍

微尺寸发光二极管（Micro-LED），与传统的

LCD 和 OLED 显示相比，有着许多优势，比如更

高的亮度、更长的寿命、更快的响应速度。因此，

Micro-LED 显示吸引了国内外广泛的研究兴趣，

被誉为下一代显示技术。 随着半导体芯片制造和

封装技术的进步，众多 Micro-LED 原型显示器相

继问世，极大拓展了其应用场景，如近眼显示器、

可穿戴设备和 VR/AR 头盔等。

目前所报导和展示的 Micro-LED 显示器件，

大多采用侧向结构的 Micro-LED 芯片 ( 图 1a)，即

两个电极同时在 p-GaN 侧。而由于 p-GaN 总是位

于外延层顶层，因此对于传统 Micro-LED 显示阵

列来说，其每个像素通常拥有独立的 P 电极，而

所有像素共享 N 电极 ( 图 1b)。虽然这种具有侧向

结构的器件有助于倒装键合和集成到背板上，但

它们同时限制了其空间分辨率。如果发射区域面

积保持相同，侧向结构 Micro-LED 将比其垂直结

构占据更多空间 ( 图 1c)。 此外，一般来说，侧向

结构 LED 在电流扩散和亮度方面的性能不如垂直

结构 LED。因此，研究垂直结构 Micro-LED 的微

显示器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但目前该方面的

研究非常少。最近有文献报道了一种由垂直结构

GaN Micro-LED 组成的柔性显示器件。 然而，由

于其 Micro-LED 是在蓝宝石基板上形成的，因此

必须通过复杂的激光剥离 (LLO) 工艺将其去除，

才能制造出柔性器件。此外，每个像素的互连是

通过使用银纳米线实现的。虽然这种互连策略可

以减轻金属的侧壁覆盖，但在成本和可重复性方

面对于大批量生产可能并不现实。

鉴于此，我们开发了一种可转移的硅基垂直

结构 Micro-LED 超薄芯片的制作工艺，结合我们

开发的简单、低成本胶带辅助转移技术，可将垂

直结构 Micro-LED 剥离原衬底，而不是采用复杂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 Micro-LED

12 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10/11月

图1. (a) 传统横向 Micro-
LED，(b) 基于传统横向 
LED 阵列的显示架构，

(c) 垂直 Micro-LED，

以及 (d) 由垂直 Micro-
LED 阵列制成的显示架

构。

图2. （a）本工作中使

用的晶圆的外延结构

图，和（b）光致发光

（PL）光谱。

的 LLO 工艺，进而将垂直结构 Micro-LED 可靠地

转移到胶带上。 后续，我们利用倒装焊技术和使

用低温图案化焊料，进一步将胶带上的垂直结构

Micro-LED，集成到硅背板上。 在金属互连之后，

我们首次研制出一种具有可单独寻址 n 电极的新

型垂直结构 Micro-LED 显示原型器件 ( 图 1d)。

为了制造具有可单独寻址电极的倒置垂直结

构微型 Micro-LED 显示装置，如图 1d 所示，我

们开发了多种工艺，包括形成具有集成 p 接触的

可印刷垂直 Micro-LED，将 Micro-LED 转移到临

时粘合剂支撑，将阵列倒装芯片键合到硅背板上，

并形成连接到每个像素的可单独寻址的 n 接触。

下面通过几部分具体介绍我们该方面的研究工作。

可转移的硅基垂直结构 Micro-LED 超薄芯片制备

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 450 µm GaN-on-silicon 

晶圆的可转移硅基垂直结构 Micro-LED 超薄芯片

的制备工艺，其外延结构和相应的光致发光谱如

图 2 所示。与蓝宝石基底商用 LED 晶圆相比，我

们使用硅基氮化镓晶圆，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一

些明显的优势，例如更低的成本、更大的 LED 晶

圆尺寸和更简单的衬底移除。并且，我们没有采

用复杂的 LLO 工艺，而是开发了一种制造悬空

Micro-LED 芯片的工艺，这些 Micro-LED 可由微

型的锚结构微弱地固定在原生衬底适当的位置（图 

3a）。与侧向结构 Micro-LED 不同，垂直 Micro-

LED 具有两个朝向相反的电极。鉴于顶部为 p-GaN 

层的外延结构不可改变，只有在去除衬底后才

能形成 n 接触，并且必须将芯片翻转过来。为了

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用了在后期形成 n 接触的

策略，并提出了一种形成仅具有 p 电极的可转

移 Micro-LED 芯片制备工艺策略。主要的步骤包

括定义图案化的 p-GaN/ITO 台面，通过使用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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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掩模对硅衬底进行干法蚀刻以形成连接 Micro-

LED 芯片的微型锚结构，以及对硅衬底进行侧向

腐蚀，从而形成可转印的悬挂式 Micro-LED 芯片，

如图 3a 所示。 微锚结构可以暂时将 Micro-LED 

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但可以使用很小的机械力轻

松断开，从而使这些 Micro-LED 可转移。 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去除硅衬底，并且避免使用复杂的 

LLO 工艺。 图 3b 和图 3c 显示了具有微锚结构的

垂直结构 Micro-LED 的 SEM 图像，每个 Micro-

LED 尺寸为 50 µm × 80 µm。 SEM 图像表明，

Micro-LED 下方的硅被完全去除，形成了具有微

型锚结构的悬空式 Micro-LED 芯片，这有助于实

现 Micro-LED 的快速转印（图 3d）。

双层胶带辅助转移工艺

   为了转移上述制备的 Micro-LED，我们开

发了一种基于两层胶带辅助转移的新工艺，包括

光敏胶带和聚酰亚胺（PI）胶膜（图 4a）。 第一

层光敏胶带利用其较高的起始粘合力，可以通

过简单的剥离过程，可靠地拾取器件并折断固

定 micro-LED 的微型锚结构。 此时，由于 Micro-

LED 的 p 电极朝向胶带，我们必须将器件翻转，

使电极朝向外侧。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引入

了第二个 PI 胶带。 通过将带有 micro-LED 的第一

层胶带贴在第二张 PI 薄膜上，然后进行紫外线照

射，原始紫外线光敏胶带的粘附力显著降低。 因

此，Micro-LED 器件可以翻转、并牢固地转移到

具有更高粘附力的 PI 薄膜上。

图 4b 展示了转移到最终 PI 薄膜上的 8×8 阵

列 Micro-LED 芯片的光学图像和 SEM 图像。 从

中可观察到，Micro-LED 器件以 100% 的转移良率

可靠地转移到目标基板上，没有明显的形状变形

和位置偏移。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硅生长衬

底已被完全剥离（图 4c）。

需要指出的是，多种用于微组装的技术已经

被开发出来，其中 PDMS 转印是一种流行的方法。

然而，我们注意到本工作中的胶带辅助转移工

艺，在转移产量和转移精度方面比传统的 PDMS 

印章转移工艺具有一些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光敏

胶带比 PDMS 具有更大的粘性调节范围。此外，

PDMS 印章在接触印刷过程中可能会变形，从而

导致不希望出现的转移精度问题。我们还注意到

与 LLO 工艺相结合的热剥离胶带已用于 Micro-

LED 转移印刷，但由于加热引起的聚合物微球体

积膨胀，它们也会导致转移后芯片的相对较大的

位置偏移。相比之下，这里我们使用紫外线照射

而不是机械力和加热来实现光敏胶带的粘附力控

制。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简单、低损伤的过程，

并且可以远程把紫外光照射到芯片表面。另外需

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报道的胶带辅助转移工艺

主要用于 Micro-LED 打印，但该技术可用于将多

种材料或器件组装到不同的基板上。

图3. (a) 制造具有微型

锚结构的可印刷垂直 
Micro-LED 的示意图。 
(b) 8×8垂直Micro-LED
阵列的S E M图像。 (c) 
相同阵列在更高放大倍

率下的 SEM 图像。 (d)
蚀刻后可印刷  M i c r o-
LED 的横截面SEM 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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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键合工艺

为了将转移的 Micro-LED 集成到背板上，我

们开发了一种使用低温铟作为焊接凸点的键合工

艺。通过标准微纳制造技术制备具有互连 p 线的

硅背板（图 5a）。然后，通过使用光刻胶作为掩模

的标准金属剥离工艺 ( 图 5a-ii，图 5b)，在硅背板

图4. (a) 双面胶带辅助 
Micro-LED 转移印刷工

艺的示意图，(b) 转移到 
PI 的 8×8 阵列的光学 
(b-i, b-ii) 和 SEM (b-iii, 
b-iv) 图像不同放大倍率

下的粘合膜，和（c）
Micro-LED转移印刷后

不同放大倍率下的硅基

板的光学图像。

图5. (a) 使用铟焊料将 
Micro-LED 阵列键合到

硅背板上的示意图。 (b) 
具有图案化铟凸块的硅

背板的光学图像。  (c) 
粘合到背板上的 Micro-
LED 阵列的光学图像。 
(d) 放大的顶视图 (d-i) 
和横截面视图 (d-ii) 使用

铟焊料接合到 p 总线上

的像素的 SEM 图像。

上 p 线的焊盘上形成间距与 Micro-LED 匹配的图

案化铟凸点阵列（图 5a-i）。使用倒装键合机，可

以将带有转移 Micro-LED 芯片的 PI 薄膜精确对

准，然后利用铟凸点作为焊料通过热压键合到硅

背板上（图 5a-iii）。通常，刚性支撑基板用于芯

片键合。而我们发现，在优化的键合条件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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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膜促进了器件在键合过程中与基板的共形接触，

并克服了铟凸点高度的变化以及器件相对于背板

的平行错位带来的影响。快速冷却至室温后，通

过简单地剥离粘性 PI 薄膜，即可将 Micro-LED 集

成到背板上（图 5a-iv）。 图 5c 显示了键合到硅背

板上的 8×8 Micro-LED 阵列。 我们注意到键合良

率接近 100%，但有几个像素在键合过程中发生了

旋转。 图 5d 进一步显示了一个代表性 Micro-LED 

倒装芯片键合后的俯视和截面 SEM 图像。 SEM

清楚地表明，Micro-LED 通过铟焊料成功地接合

到 p 电极上。 

单独寻址 n 型欧姆接触及 n 型互连线路的工艺

为了开发可寻址的垂直 Micro-LED 显示器

件，我们开发了一种在键合工艺后形成单独的 n 

接触和 n 互连线路的工艺（图 6a）。考虑到集成

到硅上后器件相对较大的 4µm 高度（图 6a-i），我

们引入了 SU8 树脂来平坦化器件表面（图 6a-ii）。

通过优化 SU8 厚度，可以使得封装后的 SU8 层

仅比 Micro-LED 顶面高几百纳米。考虑到 u-GaN 

不导电，我们还使用上述 SU8 层作为掩膜来蚀

刻 u-GaN 并露出下面的 n-GaN。接下来使用光刻

胶图案作为掩模，通过金属剥离工艺在 n-GaN 上

图6. (a) 单个 n 接触和

连接到每个像素的 n 总
线的集成示意图。  (b) 
形成的8x8 垂直 Micro-
LED 阵列的光学图像，

具有可单独寻址的 n 接
触和共享 p 接触。 (c) 
SU8 平面化后具有集成 
n 总线的 Micro-LED 的 
SEM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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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单独的 n 接触（图 6a-iii）。最后，使用单独

的光刻胶图案作为掩模以形成连接到每个像素的 

n 互联线（图 6a-iv）。通过这些工艺步骤的创新，

我们制备出一种新颖的微型显示架构，该架构由

具有单独寻址的 n 电极的 8×8 可寻址垂直 Micro-

LED 阵列组成，如图 6b 所示。 SEM 结果表明，

引入的 SU8 能够将 Micro-LED 表面完全平坦化，

使得形成的 n 总线在过孔侧壁上具有良好的金属

覆盖，并与 Micro-LED 像素形成可靠的电连接（图 

6c）。值得提及的是，这种倒置的显示器件构造与

迄今为止的传统 Micro-LED 显示器件显著不同（传

统 Micro-LED 最常由独立的 p 电极寻址，并且所

有像素共享一个公共 n 电极）。

器件性能表征

在图 7 中，我们比较了垂直结构 Micro-LED 

与传统侧向结构 Micro-LED 的 I-V、输出与电流和

光谱特性，光学图像如图 7a 所示。尽管芯片尺寸

相同，为 50 µm × 80 µm，但垂直 Micro-LED 显

示出更好的 I-V 特性和更陡的斜率（图 7b），这意

味着垂直 Micro-LED 的串联电阻低于侧向 Micro-

LED。在注入电流为 1.5 mA 时，垂直 Micro-LED 

的功率输出约为 1.6mW，而侧向 Micro-LED 的功

率输出仅为 1.0 mW，即意味着垂直 Micro-LED 的

亮度提高了 60%（图 7c）. 垂直 Micro-LED 在 1.5mA

时对应的外量子效率 (EQE) 为 38.7%，远高于侧

向结构 (24.2%)。随着注入电流从 0.1 mA 增加到 2.0 

mA，垂直 Micro-LED 的发射波长首先从 454.5 nm 

蓝移到 451.4 nm，然后红移到 452.7 nm。相比之下，

侧向 Micro-LED 的发射波长从 454.5 nm 蓝移到 

450.5 nm，然后红移到 453.2 nm（图 7d）。观察到

的蓝移效应通常归因于能带填充效应或量子限制

斯塔克效应的屏蔽，而红移则是由于焦耳热效应。

垂直结构 Micro-LED 改进的电学和光学性能可以

部分归因于其更大的发光面积。对于侧向 Micro-

LED，其发射面积减少了 10%。这是由于需要在结

区刻蚀通孔，从而形成 n- 接触。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垂直芯片略微增加的结面积 (10%) 并不能

完全解释光功率的大幅增加 (60%)。因此，我们认

为垂直 Micro-LED 光学性能的提高也与垂直器件

结构有关，垂直器件结构通常表现出更好的电流

扩散。与垂直结构相比，侧向 Micro-LED 更快的

光谱偏移不是由于结面积减小，而是与其他原因

有关。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尽管具有相同的侧

图7. （a）横向Micro-
L E D （ 左 ） 和 垂 直 
Micro-LED（右）的示

意图和SEM图像。 (b) 
I-V，(c) 光输出功率与

电流曲线，和(d) 发射

波长与单个垂直 Micro-
LED 的电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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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器件结构，但结面积较小的 Micro-LED 的光谱

变化比较大的芯片要慢得多。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不同的器件结构是主要因素，而不是结面积的减

少。垂直 Micro-LED 器件改善了电流扩散和更好

的散热能力，进而改善了垂直 Micro-LED 的光谱

偏移。事实上，我们注意到随着电流的增加，垂

直 Micro-LED 器件的波长红移较慢，这意味着垂

直 Micro-LED 在结区的发热少于侧向结构。

 在图 8 中，我们进一步表征了键合到硅背

板的完整 8×8 阵列的电学和光学性能。如图 8a 

中的蓝色方块所标记的，我们注意到 4 个像素没

有电学功能，很可能是由于倒装键合引起的故

障。在倒装键合期间，我们注意到极少的 Micro-

LED 器件相对于原始位置移动或旋转，从而导致

它们没有正确键合。优化键合工艺将有助于减少

当前的缺陷像素。从 I-V 和 L-I 测量结果来看，所

有其他 60 个像素都可以正常工作。我们通过测

量 0.1 mA 的固定电流注入所需的电压来检查阵列

的整体电气均匀性，我们发现电压在 2.8 v 和 3.0 

v 之间变化，这意味着最大电压变化约为平均值

的 6.5% 值（图 8b）。同样，我们在 0.1 mA 的固

定电流下检查了整个 8×8 阵列的发射均匀性，发

现 60 个功能像素的光功率从 160 µW 到 180 µW 

不等，平均光功率为 175 µW（图 8c)。总体而言，

图8. (a) 键合后 4 个不

工作像素（蓝色）和 60 
个工作像素（绿色）

的位置分布示意图，

（b）在 0.1mA 固定电

流下所有 64 个像素的

测量电压图，（c）在 
0.1mA 注入下所有 64 个
像素的测量输出功率，

和（d）分别点亮  1、
2、3 和 4 个像素的 8x8 
阵列对应的Micro-LED
显示图案。

这些数据表明阵列的电学和光学均匀性是可以接

受的，但需要进一步优化工艺条件，特别是键合

工艺。在图 8d 中，显示了点亮 1、2、3 和 4 个像

素的 micro-LED 器件的光学照片，表明垂直结构

Micro-LED 阵列中的每个像素都是真正可单独寻

址的。虽然这里只展示了一个 8×8 阵列来进行概

念验证，但我们相信该方法可以扩展到开发更大

尺寸、更高分辨率的微型显示器，并且可以在可

穿戴设备和 VR/AR 等领域找到各种应用。

垂直倒置显示芯片优势

最后，我们评估了具有可单独寻址的 n 电极

的倒装微显示器件结构的潜在优势。 对于传统的

侧向 Micro-LED 器件，由于 P-GaN 在顶部，其局

限性在于需要使用 PMOS 晶体管来驱动器件（图 

9a）。 然而，在载流子迁移率、导通电阻和开关速

度方面，PMOS 晶体管的性能比 NMOS 晶体管差。 

为了达到相同的沟道电阻，PMOS 的尺寸往往比

NMOS 大很多。 如果采用本工作的新型倒置器件

结构，我们将能够使用 NMOS 晶体管来驱动垂直 

Micro-LED 阵列（图 9b）。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

通过把具有可单独寻址的 n 电极的倒置阵列与由 

NMOS 晶体管制成的驱动器背板集成在一起，将

显着提高开关速度，并获得更高的显示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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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a) 用于具有独立 p电极的传统横向 Micro LED 的 PMOS 驱动电路的示意图，以及 b) 用于具

有单一寻址n电极的垂直Micro-LED 的 NMOS 驱动电路的示意图。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 Micro-LED

显示原型架构，该架构由转移的垂直 Micro-LED 

阵列组成，具有可单独寻址的阴极和共享的阳极。

这种倒置的 Micro-LED 器件结构与传统的 Micro-

LED 显示架构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提出了一些创新工艺，包括可转印的垂直结

构 Micro-LED 的制备、双胶带辅助转移工艺，以

及使用焊料凸点的背板集成键合，然后形成可单

独寻址的 n 接触线路。由于更好的电流扩散和更

好的散热能力，转印后的垂直结构 Micro-LED 显

示出优于传统侧向结构的电学和光学性能。通过

连接到每个像素的集成 n 总线和器件转移键合后

形成的公共 p 电极，我们开发了一个 基于 8×8 垂

直 Micro-LED 的显示原型器件，其中每个像素都

可以真正独立寻址。这种新颖的器件与由 NMOS 

晶体管制成的驱动器背板相结合，可以为开发具

有更高开关速度、更高分辨率 Micro-LED 显示器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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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tron SE 推出了新的 G10-SiC 200 

mm 系统，用于在 150/200 mm SiC 晶圆

上大批量制造最新一代 SiC 功率器件。这

种高温 CVD 系统是在近日瑞士达沃斯举

行的国际 SiC 及相关材料会议 (ICSCRM)

上发布的。新的 G10-SiC 系统建立在成

熟的 G5 WW C 150 mm 平台之上，并提

供 9x150 和 6x200 mm 的灵活双晶圆尺寸

配置。这一特性有助于 SiC 行业从 150 毫米（6 英寸）晶圆

直径过渡到 200 毫米（8 英寸）晶圆直径。

新平台是围绕 Aixtron 的自动晶圆盒到盒装载解决方案

构建的，该解决方案具有高温晶圆转移的特点。结合高增

长率工艺能力，据说 G10-SiC 可提供一流的晶圆产量和每

平方米产量，以有效利用半导体工厂中有限的洁净室空间。

Aixtron G10-SiC 支持多种器件结构，包括单漂移层结构和

双漂移层结构，满足严格的 150 mm 均匀性要求，即掺杂和

厚度 sigma 值小于 2%。自动晶圆装载将颗粒缺陷的风险降

至最低，导致典型缺陷计数 < 0.02/cm2。

“这是真正的新一代高性能系统。新的双晶圆尺寸配置

完全支持从今天的 150 毫米晶圆技术过渡，并保障了我们

Aixtron 推出下一代 8 英寸 SiC 外延系统
客户对未来的投资。Aixtron SiC 副总裁 

Frank Wischmeyer 博士说 ：“凭借迄今为

止在这种外形尺寸下的最高吞吐量，它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晶圆厂的生产力和性

能，使之更快地提升。同时，新开发的

原位顶部晶圆温度控制 (TTC) 解决方案

优化了一批次内以及批次间的晶圆级工

艺控制。这导致可预测的高产量，以具

有竞争力的成本水平满足严格的生产规格。”Wischmeyer 补

充道。外延层均匀性对于满足器件级的高良率至关重要。据

该公司称，该系统的高吞吐量与每块加工晶圆的低消耗成

本相结合，使每块晶圆的成本在行业中最低。“我们很自豪

能够为我们在全球的合作伙伴又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它结

合了行业顶级标准和巨大的气候效应。在对我们的新 G10-

SiC 系统进行评估和生产鉴定后，我们合作伙伴和客户的积

极反馈已经引起了更多客户的兴趣。”Aixtron SE 首席执行

官兼总裁 Felix Grawert 说。“G10-SiC 正在成为我们客户在

全球范围内扩大生产的重要基石，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卓

越的系统制造、服务和工艺支持来支持这种扩展。”Grawert 

总结道。

G10-SiC 200 mm 系统的目标是量产最新一代的 SiC 
功率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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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引入了一种产生多孔材料的简单步骤，GaN基的红色microLEDs 现在可以提

供与GaN基的蓝色和绿色microLEDs 相当的性能

用多孔GaN基microLEDs
简化显示器

在我们的一生中，显示器一直在不断演变。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见证了从基于阴极射

线管的电视向以液晶显示的电视转变，最初的背

光是冷阴极荧光灯，而现在是发光二极管（LED）。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到支持虚拟现实、

抬头显示和增强 / 混合现实应用的近眼显示器的

销售增长。

这些新兴的技术形式对显示性能提出了更严

格的要求。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新的显示技术

作者：朱彤彤，POROTEC

正在快速发展，其中 microLEDs 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微型奇迹是下一代显示器的领跑者，因为与

基于 LCD、LED、miniLEDs 和有机 LED 的竞争

技术相比，它们提供了一系列优越性：卓越的亮

度、高对比度、无与伦比的效率、更长的使用寿

命和更高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基于微米尺度，

它们可以提供更高的图像分辨率。

为了匹配人类的视觉感受并提供真正逼真的

图像，全彩色显示器需要将红色、绿色和蓝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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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源相结合。这一要求促使设计者采用了可以独

立调制的红、绿、蓝光的发射器。理想情况下，

这可以通过一个简单、轻量级的显示架构来实现，

该架构能够满足下一代显示器的所有标准。

在这样的架构中，通常采用基于 InGaN 的

microLEDs 作为高效蓝光和绿光发射源。使用传

统方法，不可能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将这些器件的

发射波长延长到红色，因此用于覆盖该光谱的光

源通常是 AlInGaP 基的 microLEDs。再将其与发

射蓝色和绿色的 InGaN microLEDs 相结合，就可

以提供一种制造全色显示器的方法。

不幸的是，这种混合材料的方法远不够理想，

这给基于 microLEDs 显示器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几

个重大障碍。一个是与基于 InGaN 的器件相比，

随着器件尺寸的缩小，红光 AlInGaP 基 LED 的

效率会下降得更加严重。这使得它很难满足交替

真实感和混合现实等应用程序所要求的性能和像

素大小。另一个与 AlInGaP 基 LED 性能相关的

问题是，随着工作温度的升高，其效率的下降远

远超过了 GaN 基 LED，从而增加了最终显示器

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

除了那些与效率相关的标准所带来的障碍

外，还有与生产成本相关的问题。在微米尺度上

混合多种材料系统需要开发复杂而昂贵的转移技

术，以达到将单个红、绿、蓝 LED 器件定位到所

需的像素设计中的目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器件

最终的制造成本，从而限制了这种方法在大众市

场的适用性。

清除障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Porotech 团队（从

剑桥氮化镓中心分离出来的团队）开发了一种高

效提供所有三种原色的多孔 InGaN 平台。

实现 InGaN 的红色发射并非易事，因为

InGaN 和 GaN 之间的晶格失配会导致晶格畸变。

这一条件限制了 InGaN 量子阱中铟的比例，因此

将发射光谱限制在了较短的波长。为了减缓这种

由于高 In 组分所导致的应力，我们引入了一种工

程化多孔衬底。这使得更多的铟可以进入量子阱

中，并最终将发射光的波长扩展到红色。

我们技术的好处不仅限于在同一 InGaN 平台

上实现所有三种颜色的明显、关键的突破。我们

方法的其他优点是，它们解决了红光效率（即尺

寸问题），并且它们简化了制造全色显示器的转移

技术。此外，由于我们引入的孔隙是在表面下方

的，表面保持完好—这意味着 LED 器件制造不需

要调整其工艺或添加新的投入来迎合新器件制造

的额外需求。还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引入这样的

应变缓冲层，减少了晶圆弯曲，这简化并提高了

通过直接晶片到晶片键合生产的单片显示器的良

率。同时我们的工艺具有高度的可延展性和重复

性，可确保整个晶圆内、晶圆间以及批次之间的

出色均匀性。

分布布拉格反射器 (DBR) 是开发下一代光电

子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DBR 由高折射率和低折

射率材料交替组成，可以被认为是一维光子晶体。

当将其集成到 LED 中时，DBR 充当集成的反射

镜和 / 或滤光器，帮助引导和调节发射光波。除

了提供高反射率和降低吸收损耗外，DBR 理想情

况下还应该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允许高效地将电

荷注入到器件中。DBR 的一个很好的候选者是非

极性的 III 族氮化物，这是一种结合了更高的辐射

复合速率以提高器件效率的材料体系，具有独特

吸引力的性能，如发射强的线性偏振光等。将非

极性 DBR 与传统的极性 LED 一起使用，使这项

技术适用于当今的大容量晶圆厂。

图1：(a)Poro tech采用

了一种相对简单的电化

学蚀刻装置。插图显示

了一张样品在室内灯光

照明下蚀刻后的照片。

(b) DBR 结构示意图。 
(c) 10 对 GaN/介孔-GaN 
DBR 结构的横截面扫描

电子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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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通过外延法制备极性氮化物 DBR 是

非常困难的，它涉及不同折射率的不同氮化物合

金的交替层生长，以获得非极性取向。问题是，

没有可用的合金可以与非极性 GaN 实现良好的晶

格匹配，通常会导致裂片和低的反射率。

有效克服这一问题的策略是制备非极性 GaN

基结构的 DBR，包括介孔 DBR。这种形式的

DBR 有很多优点，可以提供通过三种方式调整光

谱响应。除了调整层厚度和重复周期的数量（这

对杠杆可以应用于所有形式的 DBR），其孔隙率

也可以改变，从而导致折射率对比度的变化。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基于介孔 DBR，我们共花

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和开发。我们提倡一步选

择性的电化学法进行多孔化 ( 如图 1 所示为该过

程的图解，以及由此产生的 DBR 微结构的图像 )。

该步骤可以室温恒定电压下在不使用紫外线照

射的情况下进行，通过蚀刻电流信号监测材料的

去除情况。电化学过程从局部注入空穴开始，由

施加正阳极偏压驱动。在此条件下，交替的 n+-

GaN 层被氧化。

所得纳米多孔 DBR 结构的横截面扫描电子

显微镜图像证实，只有 n+-GaN 层被蚀刻到介孔

结构中（见图 1 (a)）。在浸没在蚀刻溶液中的整

个样品上均匀地实现了蚀刻，证明了该过程的高

度均匀性。当以这种方式处理成批的晶圆时，晶

圆间和批次间保持高度的均匀性—证明了该方法

的可扩展性及其对光电器件批量制造的适用性。

选择性多孔化工艺的主要优点之一是，仅通

过蚀刻 n+-GaN 层，模板表面在设计上保持不变。

电化学多孔化前后模板的原子力显微镜图像提供

了这方面的证据（参见图 2）。蚀刻可以通过在已

生长材料中的纳米级垂直路径穿透未掺杂的 GaN 

层（无需进行预图案化）。

保持相同表面的一个实际含义是多孔晶片可

以加工成 LED，而无需更改任何下游工艺。或者，

换句话说，芯片制造商可以利用多孔 DBR 结构

的优势，而无需变更工艺线制造设备。

器件演示

我们已证明，多孔 GaN 模板可以使用行业

标准工艺制备成 LED，并且由于介孔 DBR 结构，

所产生的器件提供了更高的发光效率。

我们最初的演示包括使用 MOCVD 进行 GaN

模板的生长和 LED 的再外延。我们生长了一对位

错密度仅为 3-6×108 cm -2，并由未掺杂和高掺氮

的 GaN 交替层形成了潜在的介孔 DBR 结构。我

们在其中一个晶片上应用了电化学多孔化过程，

然后将两者加工成蓝色发射的 p-i-n LED 结构 ( 见

图 3(a) 的器件设计结构示意图，以及 (b) 和 (c) 的

光学显微照片，展示了非多孔和多孔样品相对均

匀的电致发光 )。由于两种结构中发射的均匀性

相似，得知再生模板中介孔 DBR 的存在不会显著

改变 LED 层的外延生长。

对这两种类型的 LED 都进行了电学和光学

测量。不同驱动电流下的光输出曲线图表明，在

DBR 中引入孔隙率可以提高最大效率，并将效率

下降的起始位置转移到更高的电流密度 ( 参见图

4)。在两个样品中，峰值波长随注入电流的移动

是相似的。

通过展示类似的性能和更高的效率，我们已

经提供基于 InGaN 的蓝色、绿色以及关键的红

色 microLEDs 技术和产品奠定了基础。使用多孔

结构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了晶圆弯曲—由于引入

了孔洞，减少了 30% 以上的应变。降低弯曲有

助于确保在外延片生产、芯片加工和晶片到晶片

键合等环节中获得高成品率的 LED，特别是对于

microLEDs 显示器，具有高于微米级的精度是至

关重要的。

图3.Porotech已加工的器

件结构(a)无介孔LED(b)
和介孔DBR LED(c)。

图2.模板表面(a)电化学

穿孔前和(b)后的原子力

显微镜图像，显示光滑

的表面和表面原子台阶

保持不变。<b r>Z标度

(从黑到白)：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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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红色革命

经过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已经使用多孔平

台提供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 InGaN 的原型红色

microLEDs。这一具有程碑意义的突破消除了整

个行业的一个关键瓶颈。我们的多孔结构缓解了

由于 InGaN 和 GaN 之间的晶格失配而引入的应

变，并允许在不降低材料质量的情况下引入更高

组分的铟，使得发光波长红移到 640 nm( 见图 5)。

我们使用多孔红色 microLEDs 技术生产了

世界上第一个基于 InGaN 的原生红色微型显示器

（参见图 6），它的有效区域对角线为 0.55 英寸，

分辨率为 960×540，相当于 2000 ppi。提供了初

步和快速的演示，证明了我们技术的能力。若剥

离蓝宝石，预计该显示器的亮度会增加并减少反

向散射。

通过这个演示，我们首次展示了所有三个原

图4.由Porotech制造的在多孔和非多孔衬底上加工的器件光电流

(L-I)测量结果 (上)。峰位曲线显示随着注入电流的增加呈现类似

的蓝移(下) 。

图5. Porotech使用其平

台技术展示了世界上第

一个基于InGaN的红色

microLEDs。

色发光器件都可以用同一个工艺线生产。这一突

破消除了与制造多材料体系显示器相关的复杂性

和成本。

我们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单一材料

系统的绿色、蓝色和红色的 microLEDs 将成为下

一代显示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使我们可以在

MicroLED 显示的未来发展中贡献关键力量。

图 6. Porotech 展示了世

界上第一款原生 InGaN 
红色 micro-LEDs 显示

器。请注意，蓝宝石并

未被移除—因此可以通

过进一步优化来改善反

向散射和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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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单像素探测器在光电计数模式下工作的新型相机，将彻底改变令人头疼的

温室气体甲烷的检测和跟踪。

利用 3D单像素成像技术监测甲烷

多像素传感器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低成本和大规模生产的帮助下，它们正

受益于技术上的“锁定”，以及难以逃脱的依赖。

支撑这种成像技术，特别是数字成像技术迅

速崛起的是单像素探测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65 年，当时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克罗基特·比

林斯利（Frederic Crockett Billingsley）在扫描图

像的图像单元中首次使用“像素”这一术语。然而，

今天这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它可以指最小的不

可分割的图像单元，也可以指阵列中最小的独立

传感器单元。当单个像素用于成像时，它与某种

形式的扫描相结合—这是仅在低光子计数的情况

作者：JOL YON DE FREITAS AND NICHOLAS AVLONITIS FROM THE CSA CATAPUL T, DOUG MILLINGTON-SMITH 
AND MURRAY REED FROM QLM AND SIMON DIMLER AND JO-SHIEN NG FROM SHEFFIELD UNIVERSITY

下采用的方法，可见光谱范围内外都是如此。

现在有几种形式的单像素光电子器件，包括

光电倍增管和单像素半导体器件，如基于硅、锗

或 InGaAs 的探测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这些探测器一直是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核医学、正电子发射 CT 以及最近的光子计数 CT

等数字医学成像革命的支撑技术。这些仪器改变

了医疗保健、生物、质量工程、国防和诸多制造

行业。

在这种背景下，说单像素成像技术是创新，

可能在术语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并非如

此：单像素成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全新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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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是，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全新的医学成像

方法一样，单像素光子成像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

风口浪尖。更重要的是，发展轨迹上的相似之处

还不仅于此，由于飞行时间功能的引入，单像素

成像现在实现了物体场景的真正 3D 空间重构。

通常情况下，这是通过光探测和测距 ( 激光雷达 )

实现的，这是一种确定物体形状的技术。

除了这些新的发展，单像素成像还在短波

红外 (SWIR) 中找到了利基应用，特别是在需

要单光子计数探测器的情况下。这种器件是由

InGaAs/InP、InGaAs/InAlAs 或 Ge/Si 制成的。这

些半导体探测器可以监测温室气体，支持环境管

理，并帮助评估法规是否得到维护。

在环境监测和气体传感方面，化合物半导体

技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的优点包括能够设

计出更小的带隙能级，适合于吸收和检测低能光

子。通过向下延伸到短波和中波红外，探测器可

以深入研究与许多温室气体相关的丰富的独特振

动和旋转光谱。

甲烷案例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零碳经济的关键。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监管和执法，以及专注于重

要的事情。虽然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二氧

化碳这一最大的温室气体上，但忽视其他全球温

室气体是愚蠢的。这包括甲烷，这是第二大温室

气体。这种碳氢化合物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随

着各国放弃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正在增加。

甲烷排放之所以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

从甲烷排放开始的 20 年里，它们捕获的热量是

相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84 倍。因此，只需 3% 的

泄漏率，天然气就会像燃烧煤炭一样对气候变化

造成不利影响。

在 COP26 上，更令人欣喜的结果之一是 100

多个国家签署了减少甲烷排放的承诺。然而，你

无法管理你无法测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今天似乎没有对甲烷来源和通量的适当测

量。

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在解决与甲烷

相关的环境成本的同时，经济损失也将大幅下降。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荣鼎咨询 (Rhodium Group)，

的数据，甲烷泄漏每年价值超过 300 亿美元。正

因为如此，天然气泄漏检测有一个巨大的、不断

增长的市场。

2018 年，据分析机构 Research and Markets

估计，这个市场的价值超过 15 亿美元，而且还在

以超过 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原因包括天然

气成为主要的化石燃料，政府监管缓慢增加，以

及投资者提高行业标准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幸的是，今天的检测技术复杂、昂贵，需

要训练有素的专家来操作。因此，只有在偶尔进

行检查后，法规才会得到执行。这是天然气行业

关注的一个问题 ：希望找到发现这些泄漏的方法，

并确保天然气供应商对环境负责，值得投资。在

所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将有助于恢复天然气作

为过渡性化石燃料的地位。

对于那些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开发甲烷监测

系统的人来说，商业机会并非仅仅始于甲烷的生

产和供应。还有石化行业，它消耗天然气来制造

各种工业材料。

全球 2000 家化工厂创造了一个价值 5 亿美元

的气体泄漏检测市场，由于不断加强的安全监管，

以及建筑和运输等其他主要行业的兴趣，该市场

有望大幅增长。在创新的垃圾填埋场—气体转化

能源和厌氧消化工厂的环境监测方面存在着更多

的机会，它们需要改进温室气体泄漏检测手段。

英国的解决方案

在 InnovateUK 的支持下，我们参与了一个名

为 Splice 的项目的合作，该项目名称是碳排放单

光子激光雷达成像（Single Photon Lidar Imaging 

of Carbon Emissions）的首字母缩写，目标是实际

检测甲烷。利用布里斯托尔大学开创的量子技术，

我们来自 CSA Catapult、QLM 和谢菲尔德大学

（Sheffield University）的团队正在开发颠覆性的红

外激光雷达相机，提供远程温室气体的实时成像

和量化技术，为行业提供所需的一种准确、低成

本和实用的泄漏检测系统，可以全面、连续地测

量温室气体排放。Splice 的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国

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以

及天然气行业领军企业英国石油公司（BP）和国

家电网天然气公司（National Grid Gas）。

我们意识到，准确测量甲烷排放量是一项棘

手的任务。以一座工厂为例，它将有各种各样的

排放源：有通风口和排气口，它们是大型的、局

部的和有计划的；有火焰的，它们是大型的、局

部的，但通常是无计划的和间歇性的；还有逃逸

排放（即泄露），它们很小，分布广泛，而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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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发现之前不为人知。由于这种复杂性，排放

量往往是估计的，而不是测量的。这涉及到使用

简单的乘数和基于理想条件预测排放量，这一方

法可能导致极不准确的结果。另一个令人担忧的

问题是，当进行泄漏检测和修复时，这些操作具

有缓慢、昂贵、劳动密集型等问题，并且只能及

时提供设施的快照。如果部件在调查后第二天发

生泄漏，这个问题只会在几个月后的下一次调查

中浮出水面。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持续监测甲烷。然而，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一种低成本的选择是

安装一个点传感器网络—但这需要定期校准，几

乎不能提供有效的定位或量化。另一种选择是光

学气体成像相机，它通过红外热成像可视化排放

来解决前者的问题，但它在量化方面也很弱。在

这方面更好的是开路光谱学，它使用大气作为测

量单元，但它以量化换取了局部化。另一种选择

是使用卫星成像。这种方法是可视化和量化的，

但监测是间歇性的，受到云层的阻碍，空间分辨

率被限制在不超过 25 米的范围内。

这些候选方案都没有提供天然气行业所渴望

的持续检测、本地化和量化的整套方案，然而这

是天然气行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想想看：

仅在北美就有 2000 个海上钻井平台；全球有近

1000 个天然气储存设施；英国有 24 个主要管道

压缩机站和数百个地面设施，目前都在某种程度

上存在泄漏的问题。

深知这些问题的情况下，石油和天然气巨头

正在做出各种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减少甲烷排放。

领导这一努力的是 Splice 项目合作伙伴英国石油

公司，该公司承诺到 2023 年监测其所有主要地

点的甲烷。这将使甲烷排放强度在 2050 年实现

完全净零之前减少 50%。

许多其他天然气供应商很可能会效仿，部

分 原 因 是 最 近 几 周， 美 国 环 境 保 护 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提议对监测法规

进行修改，这将导致更加定期化的监测报告。该

环境机构也在考虑使用新的非标准技术进行测量。

如果这项提议成为法律，它将为美国的排放者提

供一系列选择，以帮助他们达到更严格的标准。

魔幻成像

在我们的合作中，QLM 正在通过使用革命

性的量子技术来提供温室气体排放的真实测量以

满足天然气行业的迫切需求。这是通过一台同时

实时可视化和量化气体烟雾的相机来完成的。所

采取的方法建立在前述技术的一些关键优势的基

础上，同时避免了它们的局限性。

我们的新传感器采用了一种名为可调谐二极

管激光雷达 (TDlidar) 的技术。通过借鉴可调谐半

导体激光吸收光谱、差分吸收激光雷达 (DIAL) 和

与时间相关的单光子计数技术，实现了低功率半

导体二极管激光器的远程光谱和测距。最初，我

们的 TDLIDAR 甲烷传感器在随机调制连续波激

光雷达系统中使用波长为 1650.9 nm 的二极管激

光器和 Peltier 制冷单光子雪崩二极管 (SPAD) 探

测器 ( 见图 1)。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使用一

个更小、更容易携带的外形尺寸，实现对 DIAL

发现的气体的远距离、准确成像。

该原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望从一个紧凑

的且相对低成本的平台上实现连续地对气体排放

进行简单、可靠、精确的可视化和量化检测。然而，

在实验室工作台上演示技术和可提供可靠、环保

耐用、操作简单的可满足实际应用的摄像头之间

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弥补这一差距需要改进摄像

机的内部工作、机械操作以及控制和分析软件；

并证明该设备在实际环境中工作时至少与现有技

术一样好。这将推动检测平台的实用化。

QLM 本身并不具备所有的技能和经验来应

对这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处理相机所拍图

像中的多维信息。然而，一旦 QLM 与包括 CSA 

Catapult、Bay Photonics 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谢

菲尔德大学和阿斯顿大学在内的项目合作伙伴

合作，情况就不同了。另一个合作伙伴是 STL 

Technology，它开发了将光谱测量转换为甲烷强

度表示的处理软件。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我们

合作的相机正在朝着更小、更轻、更实惠的平台

发展。

图 1 .  左图： Q L M 的

TDLidar单像素3D气体

成像相机。右图：甲

烷气体泄漏检测和距

离信息的多维图像。

TDLlidar相机召唤出的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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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ce 项目的支持帮助我们评估了相机的性

能。最初，试验是在受控释放环境中进行的，但

最近，随着相机达到更高的准备程度，试验已经

转移到现实环境中。这涉及到使用摄像头在联合

体内外的试验台上寻找操作员未知的泄漏源。

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QLM 已经与

Splice 项目合作伙伴国家电网天然气公司完成

了试验，并计划与该项目的其他工业合作伙伴

AMETEK Land 和 BP 进行试验。

在支持这一相机评估方面发挥了非常有价值

的作用的是另一个合作伙伴，国家物理实验室。

它的科学家们正在为现实世界试验中的对照研究

和比较计量学提供试验台。因此我们能够针对最

先进的侦测技术在工业上验证我们相机的性能。

改进检测技术

我们的单像素相机的核心是一个工作在

SWIR 中的光子计数探测器。虽然在可见光区域

的 SPAD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在红外线下

工作的同类产品不太常见，而且不一定能满足单

像素相机的性能要求。为了解决这一缺陷，谢菲

尔德大学团队正在设计和制造旨在提高探测效率

和降低工作噪声的 SWIR SPAD。

最常见的 SWIR SPAD 包括 InGaAs 和 InP。

光子在 InGaAs 层中被吸收，而 InP 则充当雪崩层。

然而，一些研究小组将 InP 转换为晶格匹配的

In0.52Al0.48As，因为这提高了探测器的温度稳定性。

SWIR SPAD 的另一种材料体系是锗吸收体和硅

雪崩区的组合。然而，锗的间接带隙约为 0.8eV，

使探测器无法实现对波长超过约 1.5μm 的光波进

行探测。

由于表征方法的不同，比较已报道的众多

SWIR SPAD 并非易事。这包括猝火方法的不同；

以及对于脉冲工作，脉冲持续时间、过偏压水平

和光子探测效率的变化。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我们还是尝试总结了 SWIR SPAD 的一些关键性

能特征的典型取值范围 ( 参见表 1)。

SWIR SPAD 的一个关键优点是其光子探测效

率。此规范往往决定了器件异质结构的设计。光

子探测效率是 SPAD 量子效率及其击穿概率的乘

积—两者都可以通过分别选择较厚的吸收区和较

厚的雪崩区独立增加。然而，尽管这在理论上是

正确的，但也有实际的考虑。例如，较厚的雪崩

和吸收区会导致较高的工作电压，这可能是不希

望出现的。

无论 SWIR SPAD 采用何种材料组合，其设

计都必须实现所需的电场分布。正确做到这一点

可以确保在器件的工作电压下，雪崩区电场足够

高，可以实现击穿，这是一种确保检测到单个光

子的条件。另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是在吸收区中保

持较低的电场，该电场具有比雪崩材料更低的带

隙，因为这可以防止因带间隧穿效应而产生的过

多暗电流。为了管理雪崩区和吸收区的电场之间

的巨大差异，在它们之间插入了电荷层，有时称

为场控制层 ( 见图 2)。

InGaAs/InP 基 SPAD 的生产通常涉及通过

MOCVD 生长异质结构，因为这种方法最初是为

光通信开发 InGaAs/InP 基 APD，商业化制造已

经很成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商用 APD

中形成 p 型掺杂 InP 的锌扩散技术也可以应用于

InGaAs/InP 基 SPADs 的制造中。

对于以中等技术水平为目标的研究项目，或

者专注于成果转化研究，例如我们的项目构成

Splice 的一部分，有几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

么最好选择半导体晶圆代工厂作为晶圆来源，假

设这项工作有资金可用。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

表1：典型的1550 nm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规格比较。



技术 | Technology – Imaging

27www.compoundsemiconductorchina.net 化合物半导体 2022年10/11月

由于 2020 年大学研究实验室长期关闭，以及自

2021 年来生产制造能力的减少，这种方法变得更

加有利。如今，大学正在处理大量积压的多个实

验项目。

然而，转向晶圆加工厂并不总是一个解决问

题的办法。一个问题是，他们可能会拒绝这样的

机会，认为订购的晶圆数量不足以满足商业模式。

而这可能不是简单地去找其他晶圆加工厂就能解

决的了的，除非哪家工厂愿意接受我们的订单。

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提供代加工服务的晶圆厂

也很少，尽管需求强劲，但扩大规模对它们来说

是一项巨大挑战。

在迷雾中计数

对 SWIR SPAD 进行描述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由于光子本质上是随机的，因此需要一种统计方

法。更复杂的是，只有少数几个中心配备了进行

这些测量的仪器。为了帮助改善这种情况，我们

CSA Catapult 团队的成员开发了基于 ETSI Group

规范 QKD 011 的 SPAD 试验台。这将帮助企业测

试 SPAD 的不同参数—澄清统计迷雾。

如图 3 所示，该试验台使用的是弱激光光源。

衰减确保源在 SPAD 表面提供 0.1 光子 / 脉冲能

级。多通道时间标记器捕获单个光子到达的精确

定时，允许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参数。在这个试验

台上，已经开发了测量电流 - 电压 (I-V) 特性的方

法，以便识别电压阈值、暗计数率、光子探测效

率和后脉冲概率。由热电控制器设置的在不同温

度下的重复测量使该技术能够检查对 SPAD 结构

的热效应。

图2. 采用SAGCM的典

型I n G a A s/I n P单光子

雪崩二极管 (S PA D)设
计目标--分离吸收、分

级、充电和倍增方法。

图3 . C S A C a t a p u l t的
S P A D 试验台的原理

图。使用光束剖面仪和

参考探测器调整入射

到S PA D有源区的光束

(改编自ETSI GS QKD 
011 V1.1.1(2016-05)，
组规范：量子密钥分发

(QKD)；组件特征：表

征Q K D系统的光学组

件，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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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左：落在单光子

雪崩二极管（S PA D）

活动区域上的平均光子

数可以通过受控方式减

少到平均每脉冲0 .1光
子以下。右图：S W I R 
SPADs的光电探测效率

（PDE）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降低。 

根据测量结果设计工程师可以选择最适合其

应用的部件。此外，测量还可以帮助微调单光子

( 量子 ) 成像器和传感器。

在 Splice 计划中，工程师们从研究温度对不

同关键波长的 SPAD 结构的影响中获得了巨大的

益处。这有助于对甲烷和温室气体进行传感监测

( 见图 4)。

多个里程碑进展

在整个项目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技术和挑战。

这场疫情大流行关闭了设施，阻碍了全球旅行，

并严重中断了零部件供应和合作。尽管有这些困

难，我们在所有主要目标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基于这一系列进展，我们现在正在多个工业现场

试验中部署高性能、坚固、用户友好的气体激光

雷达成像仪。 

我们的量子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SPAD

探测器。在采购商用 SPAD 并描述其在气敏应用

中的性能方面，我们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在这方

面，必须了解 SPAD 的面积、暗计数率、光子计

数概率、工作温度和外加电压。

CSA Catapult 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理解和证明

SPAD 气体成像仪的要求，该团队还为谢菲尔德

大学设计新型的基于 InGaAs 的 SPAD 设定了目

标。这促使了第一批 SPAD 器件晶圆的外延，目

前正致力于器件制造和特性表征，以验证这些设

计的可行性。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最好的器件将

很快被封装成一种形式，允许他们在合作伙伴

Bay 光子学制作的原型气体成像系统中进行示范。

我们毫不怀疑，单像素化合物半导体探测器

技术的发展轨迹将追随 50 年前的医学成像。这可

能会导致 4D 成像—即三维空间加上时间—以及

气体羽流的实时监测、图像配准和多维信息显示

的新方法，以及快速、低噪声、多像素光子计数

阵列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转折点。 

转向晶圆代加工厂并不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办法。一个问题是，他们可能会拒绝这样的机会，

认为订购的晶圆数量不足以满足商业模式。而这

可能不是简单地去找其他晶圆代加工厂就能解决

的了的，除非哪家工厂愿意接受我们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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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P和GaAs 的光子集成电路（PIC）有望大幅削减系统的尺寸、重量和功率，

这些系统将部署在太空和飞机上，并用于各种传感应用领域。

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技术之一是光子集成

电路 (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 ，PIC)。通

过在单个芯片上集成所有必需的功能，PIC 在系

统级显著地降低了成本、尺寸和重量，同时提高

了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

为了生产这种多面光子器件，晶片的加工方

式类似于对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电子电路。然

而，所使用的材料可能会有所不同。虽然硅是制

造电子电路的首选半导体材料，但那些利用光子

学的半导体也可以由 InP 和 GaAs 形成。这两种

作者：JONATHAN KLAMKIN, PAUL VERRINDER, VICTORIA ROSBOROUGH AND FENGQIAO S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III-V 族化合物材料都是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

们能够实现光源增益材料的单片集成及其放大。 

PIC 的先驱们开发这项技术时考虑到了其在

电信领域的应用。他们关注的是中心波段，即 C

波段，它的光谱范围从 1530 nm 到 1565 nm，这

是一个光纤波导超低损耗传输相对应的光谱范围。

然而，最近，PIC 在涉及 O 波段 ( 即 1260 nm 到

1360 nm 之间 ) 的应用中也引起巨大关注，例如

数据中心内和数据中心间的光学互连。

不过，请注意，PICs 的潜力并不仅局限于这

让PICs 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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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波长，也不限于通信领域，甚至也不限于地面

应用。这里有远超出这些界限的机会，比如我们

目前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UCSB) 正在探索

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 PICs 的空间和机载应用，

即自由空间通信、气体遥感激光雷达和地形激光

雷达。我们在自由空间通信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扩

展 InP 基 PIC 的功率处理能力。这方面的成功为

更高的数据速率和更长的链路距离打开了大门。

我们的 InP基 PIC平台的输出功率已超过了 250 mW，

远远高于以往所演示的任何结果。

我 们 还 在 参 与 NASA 资 助 的 一 个 名 为

IMPRESS LIDAR 的 项 目 中 取 得 了 新 进 展，

IMPRESS LIDAR—遥感地球科学激光雷达集成微

光子学的简称（Micro-Photonics for Remote Earth 

Science Sensing Lidar）。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已经

展示了第一个以大气二氧化碳为目标、基于 PIC

的全功能气体遥感激光雷达系统。该系统工作在

以 1572.335 nm 为中心的相对较弱的吸收线附近，

该波长落在通信 L 波段内 ( 即 1565-1625 nm)，使

我们能够利用成熟的 InP 基 PIC 技术。通过这个项

目，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与 NASA 的合作者用分

立组件建造的系统相比，系统体积缩小了 100多倍。

我们团队探索的另一条途径是开发基于

GaAs 的 PIC，它将操作扩展到其他光谱领域。这

种可调谐激光 PIC 专为 10XX nm 波长开发，与

衍射光学元件配合使用时具有光束操纵能力。

用 InP 基 PICs 实现气体传感

我们的 InP 基 PIC 平台配备了高效率激光器，

可在 1.2 μm 至 1.6 μm 范围内提供广泛的波长覆

盖。该平台是二氧化碳主动遥感的理想之选，可

以用传感波长为 1572.335 nm 的激光光源，使用

30 GHz 的传感窗口来完成。基于 PIC 的二氧化碳

传感方法与由现有商业光学元件组成的有源遥感

系统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后者会受到其尺寸、重

量和高功率消耗的影响。通常，传感实验是在近

地轨道上进行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将大型航天

器送入轨道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我们的 PIC 技术

的优势之一是，它有可能使系统更加紧凑和节能，

它可以实现在发射更频繁的小型航天器上更多地

部署这种形式的传感器。

我们生产的 PIC 是用我们所说的偏移量子阱

平台设计和制造的。我们在低损耗的波导芯上沉

积多量子阱，使之与垂直光学模式的中心略有偏

移。采用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选择性地移除阱以

形成彼此分立的有源区和无源区。这些区域之间

的耦合程度很高，通常在 90% 到 95% 之间，反

射由倾斜的界面控制。有源区保留了势垒，在激

光腔和光学放大器中提供了增益。与此同时，无

源区 ( 没有势垒 ) 包含反射镜、滤光器、相位调

谐元件和光调制器，以及各部分和组件之间的互

连 ( 用于 InP CO2 有源传感器开发的偏移式量子

阱 PIC 平台侧视图见图 2(a))。图1. III-V PIC制造工艺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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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成我们的光栅，在定义了有源区和

被动区之后，刻蚀进了波导核心层。采用这种方

法使我们能够形成样本光栅分布布拉格反射器

(SGDBR) 激光器，为有源传感器提供前导和跟随

激光器。这些激光器将用于产生光子的增益部分

与后 SGDBR 镜、前 SGDBR 镜和相位调谐部分

相结合。由于激光器的各个部分是电隔离的，所

以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寻址。除了为激光器提供

增益外，有源部分还可以用来形成：在反向偏置

下工作的光电二极管；以及在电流注入下工作的

半导体光学放大器。该放大器可以补偿无源波导

损耗，可提高 PIC 的输出功率。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获得的图像显示了制造过

程中的各种结果 ( 见图 2(b) 至 (e))。即使使用光

学显微镜，也可以使用激光雷达识别设计用于感

知二氧化碳的 PIC 的各种组件。该 PIC 面积约为

图3. P IC远程激光雷达

二氧化碳传感体系结构

及测试原理图。

图2. (a)一个偏移量量子势垒PIC平台的简化侧视图。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b)用于取样光栅分布布拉格反射器(SGDBR)激光器的制作的光栅的顶视图，(c)制作的

脊形波导的横截面，(d)两个平行的波导的平面图，以及(e)具有1μm间距的定向耦合器的平面图。(f)完全制造的二氧化碳激光雷达PIC的顶视光学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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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3 mm2，采用无源波导和定向耦合器来路

由光信号，并连接有源和无源元件。先导激光器

之后是一个定向耦合器和一个相位调制器，后者

起到稳定激光器的作用。跟随激光器之后是定向

耦合器和半导体光学放大器，结合了高速衬垫配

置，能够对高消光脉冲进行编码。定向耦合器利

用来自前导和跟随者光器的一小部分信号，将组

合发送到高速光电二极管。

我们的基于 PIC 的二氧化碳传感架构，如

图 3 所示，具有一个被绝对参考单元锁定到

1572.335 nm 二氧化碳吸收线的引导激光器。集

成的相位调制器以 125 MHz 的频率驱动，能够

实现频率调制技术的使用。混频器向输出信号馈

送，提取误差信号，馈送到控制伺服进行信号滤

波和处理，耦合到前导激光器的相位段，实现锁

定。利用用于拍音检测的高速光电探测器的光学

锁相环，使跟随激光器能够偏移锁定到前导激光

器 +/-15 GHz。跟随器激光器的输耦合到半导体

光放大脉冲雕刻器，该脉冲雕刻器帮助产生所需

的用于气体采样的频率步进脉冲序列。

图 4(a) 显示了绝对参考单元的测量误差信号

和气体传输的图示，该绝对参考单元使用先导激

光进行测量。我们用 1 秒的栅极时间测量了 30 分

图4. (a)二氧化碳参比单元吸收和用于稳定前导激光器的鉴频误差信号。参照物是用二氧化碳加压的管子。(b)前导激光器和外腔激光器之间的节拍，并有和没有

反馈到前导激光相位段。（c） 在有无光学锁相环（OPLL）接合的情况下，主从激光器之间的拍音。（d） 当跟随激光器从1-15 GHz偏移量调谐时，从引导和

跟随激光器测量的重叠光谱。（e） 通过将半导体光放大器上的偏置从0 mA扫至100 mA而产生的示例性1µs脉冲。脉冲上升时间为262 ns，下降时间为169 ns。
（f） 测量CO2测试单元的吸收以及洛伦兹拟合。拟合的最大半宽（FWHM）为1.6 GHz。 

钟的稳定度，并比较了有和没有反馈的性能，以

表征稳定电路的相对影响 ( 参见图 4(b))。在没有

反馈的情况下，峰值频率稳定度通常为 675 MHz，

频率标准偏差为 86 MHz。引入反馈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测量显示峰间稳定度降低到 2.75 MHz，标

准偏差下降到 465 kHz。

一旦引导器激光器稳定下来，跟随激光就可以

偏置锁定在它上面。我们的测量结果表明，引入光

学锁相环后，激光器的峰值稳定度从 1.36 GHz 降

至 29 kHz，标准偏差从 181 MHz 降至 3.61 kHz。

我们团队对此 PIC 进行的其他测量表明：稳

定的引导激光器和跟随激光器的光谱可以偏移

1-15 GHz( 见图 4(d)) ；并且，利用跟随引导激光

器的半导体光放大器可以产生示范性脉冲，当驱

动电流在 0-100 mA 范围内波动时，消光率达到

40 分贝 ( 见图 4(e))。我们还产生了频率阶跃脉冲

序列，可以在单独的加压管室中测量二氧化碳样

品 ( 结果如图 4(f) 所示 )。总而言之，我们的一组

测量结果证实了我们的 PIC 二氧化碳激光雷达系

统可以全面运行。

具有 GaAs 基 PICs 的地形激光雷达

由于今天的机载地形激光雷达系统往往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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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组件（如分立光学元件）构建的，这限制了

它们在大型航天器或飞机上的部署。其中一个例

子是美国宇航局（NASA）的陆地、植被和冰传

感器，它安装在 Beechcraft B200 King Air 上。毋

容置疑，为了能够部署在小型卫星（如立方体卫星）

上，需要大幅减少尺寸、重量和功率，这些要求

可以通过 PIC 技术来实现。 

对于地形激光雷达而言，激光的波长通常接

近 1000 nm，其光谱范围内的大气吸收相对较低，

并得益于高灵敏度探测器的存在。由于该波长区

域需要砷化镓材料平台，我们已将 PIC 平台用于

该 III-V 体系。我们制造了一种可广泛调谐的激

光器，其中心波长接近 1030 nm，可与衍射光学

元件结合用于光束控制。调整激光波长可以改变

光栅元件的反射角度，并有效地控制光束，实现

更广泛的表面覆盖。 

图6. (a)显示22 nm调谐

范围的重叠光谱， ( b )
具有相位段的精细波长

调谐， ( c )显示波长作

为前后镜电流的函数的

等高线图，以及 ( d )功
率输出作为电流的函数

(带放大和不带放大)。

图5. (a)GaAs基宽调谐激光器的侧视示意图，(b)所制造激光器的俯视光学显微镜图像，以及(c)安装和引线键合激光芯片的俯视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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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激光器由增益部分、用于粗波长调谐

的前后反射镜和用于精细波长调谐的相位部分组

成（侧视图示意图见图 5（a），制造芯片的俯视

显微镜图像见图 5（b），安装在载体上的激光芯

片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见图 5（c），金属基底

与芯片间的键合连接）。

为了调整激光器的输出波长，我们在反射镜

和相位部分施加电流。粗波长调谐通过调谐前后

反射镜来完成，而精调谐则通过调整相位部分来

实现。我们的测量显示，八个不同的激光输出光

谱重叠，显示出大约 22 nm 的粗波长调谐（见图

6（a）），以及使用相位段进行更精细的波长调谐（见

图 6（b））。我们还绘制了等高线图，显示了激光

波长作为前后镜调谐的函数，并展示了完整的调

谐能力（见图 6（c））。 

我们还研究了半导体光放大器提高 PIC 输出

功率的能力 ( 参见图 6(d))。对于没有半导体光放

大的常规激光器，在 100 mA 的驱动电流下，输

出功率略高于 35 mW。对于该驱动电流，当等效

激光器与偏置为 100 mA 的半导体光学放大器相

结合时，总输出功率超过 75 mW( 参见图 6(d) 中

的红色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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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空间和机载激光雷达开发的两个 PIC

平台——用于大气 CO2 主动传感的 InP PIC 平台

和用于地形激光雷达的砷化镓 PIC 平台—突显了

这项技术在大幅削减这些应用系统尺寸、重量和

功率方面的前景。有了这些优点，这些系统在小

型空间平台上的部署频率应该会增加。为了进一

步实现这一目标，在近期内，我们将向 NASA 的

合作者提供硬件，以便他们能够在实验室环境中

进行自己的传感实验。同时，我们将努力实现更

紧密的电子集成，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更轻、更小

和更节俭的系统。除此之外，我们的计划还包括

通过持续合作进行一些空间鉴定，如辐射测试，

并与 NASA 合作，将我们的技术提升到新的技术

准备水平—这被视为“仪器计划”。

   作 者 感 谢 NASA 的 资 金 支 持、Joseph 
Fridlander、Shannon Lee、Mark Stephen、Jeffrey 
Chen、Kenji Numata、Stephan Kawa、Fabrizio 
Gambini、Guangning Y ang、Michael Krainak 和

Larry Coldren 的技术支持，以及与 Parminder 
Ghuman 和 Amber Emory 的技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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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深紫外波段将高导电性和出色的透明度结合起来？通过转向氧化镓和锡酸盐系列。

在透明导电氧化物（TCO）领域，铟锡氧化

物（ITO）是一种富含 In2O3 和 SnO2 的化

合物，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它价格

低廉，易于沉积成薄膜，在波长超过 350 nm 时

提供 90% 的透过率，与标准的制造工艺兼容，并

具有出色的电气性能。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属

性，ITO 无疑是适用于很多应用的近乎理想的材

料。有可能遗漏了什么吗？好吧，这种古老的氧

化物和大多数同类氧化物都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

作者：KEVIN LEEDY、HYUNG MIN JEON 和 DAVID LOOK，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方：对于深紫外发射源（即波长低于 320 nm）的

应用来说，它的带隙不够。

有两类新型宽带隙氧化物克服了这些弱点：

β-Ga2O3 和 SrSnO3。根据最近的研究，它们可以

突破这种紫外线障碍，同时表现出与现有 TCO 相

同的导电性。

这对氧化物构成了 TCO 家族的一部分，展

示出高导电性和光学透明度的不太可能的组合。

大多数是单组分或多组分的金属氧化物，主要是

将透明导电氧化物引入深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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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体或非晶体。这些氧化物包括 CdO，最早发

现的 TCO，以及掺杂多种物质的 In2O3、SnO2 和

ZnO 的各种成分。在某些情况下，开发这些 TCO

的部分动机是由于对铟供应的担忧。

许多不同的方法可用于沉积 TCO，包括基于

溶液的技术和许多化学和物理气相沉积方法。所

有这些方法生产的 TCO 往往具有超过 3 eV 的中

等宽带隙，这使得它们有可能用于广泛的应用，

包括电致变色窗、光伏、太阳能电池、导电防反

射涂层、透明薄膜晶体管、激光二极管以及平板

和触敏显示器。

对于 TCO 来说，实现向超宽带隙（即带隙

超过 3.9eV）的飞跃取决于找到合适的衬底和薄

膜的组合。虽然许多宽带隙材料可以用作衬底，

但沉积高导电性的 TCO 一直难以实现。

但自从 2012 年开始的研究推动下，正在取

得进展。那时，东京国立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展示了第一个同质外延 β-Ga2O3 晶

体管，使用的是具有掺杂 β-Ga2O3 沟道层的导膜

法 β-Ga2O3 衬底。这项开拓性的工作激发了全球

对 β-Ga2O3 衬底、外延生长和半导体开发的研究。

优化晶体管性能的关键是尽量减少欧姆接触的导

通电阻。一种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是在接触区域使

用 n ++ 重掺杂的同质外延层。

在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团队正在迎接这一

挑战。由于 4.6eV 的带隙，我们的努力使我们能

够使用高导电层和透明的衬底（参见图 1，了解

β-Ga2O3 和 SrSnO3 是如何扩展高导电性 TCO 产品

组合的能力）。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通过脉冲激光沉积在

Novel Crystal Technology 公司的半绝缘、铁掺杂

的 Ga2O3（010）单晶衬底上生长了同质外延的硅

掺杂 Ga2O3 层。我们的薄膜生长涉及到引导 KrF 

准分子激光器，以 10 Hz 的重复频率运行并提供

3 J cm-2 的能量密度， Ga2O3- 1%SiO2( 重量比 ) 沉

积靶材。13 Pa 氩气下沉积了我们的薄膜 , 衬底温

度为 590℃。

装备属性

为了表征薄膜的质量，我们对材料进行了结

构和化学分析。X 射线衍射摇摆曲线显示与衬底

峰重叠的尖锐薄膜峰，表明了高质量的外延。对

于厚度为 40 nm 至 512 nm 的硅掺杂的 β-Ga2O3 薄

膜，平均 [020] 半高宽为 46.8 arcsec，而 β-Ga2O3

衬底为 32.4 arcsec。

用原子力显微镜仔细观察 β-Ga2O3 薄膜，发

现其表面光滑。它的均方根粗糙度约为 0.4 nm，

仅比衬底略微粗糙，后者约为 0.1 nm。

根据在 512 nm 厚的代表性薄膜中通过硅和

铁的二次离子质谱 (SIMS) 获得的深度剖面，整个 

β-Ga2O3 层的化学成分是均匀的。测量硅的含量使

我们能够确定该层的化学掺入量。同时，绘制铁

浓度图使我们能够找出衬底中的任何补偿性铁（为

使其绝缘而添加）是否向薄膜中扩散。由于铁的

浓度约为 1017 cm-3，它对薄膜的导电性没有影响，

并且远远低于 3×10 20 cm-3 的硅掺杂水平。

我们用霍尔测量来评估我们氧化物的电学特

性。测量表明，室温电导率为 2323 S cm-1，大约

是 ITO 的 1×104 S cm-1 的四分之一。电阻率为 4.3 

×10-4 Ω-cm，载流子浓度为 2.24×1020 cm-3，迁

移率为 64.5 cm2 V -1 s-1（见图 1）。为了形成欧姆

接触，我们在样品角上沉积了 Ti/Al/Ni/Au 叠层，

然后在氮气下 470℃退火 1 分钟。

将霍尔测量得到的电荷载流子浓度与 SIMS

确定的硅浓度进行比较，使我们能够计算出 40nm

厚的薄膜的电激活效率为 77%，而 512 nm 厚的

薄膜为 56%。如果您有兴趣详细分析掺杂硅的 

β-Ga2O3  中的掺杂和霍尔效应结果之间的关系，

请查看原文。

高分辨率的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对我们的薄

图1. TCO的薄膜电导率与波长的函数关系。在最近发现宽带隙 β-Ga2O3和SrSnO3之前，在

330 nm（3.8 eV）左右有一个突然的界限。与右Y轴相关的紫色阴影区域对应的是延伸到紫外线

范围的最佳窗口透明度的一部分。改编自Zhang 等人，Nature Materials 15 20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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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结构和质量进行了确认。用这种形式的显微镜

得到的图像显示，在薄膜和衬底之间的界面上有

鲜明的对比，这可能是源于点缺陷。虽然这层薄

膜是 β 相，但有一个非常薄的 γ-Ga2O3 [110] 表面

层，厚度不到 1 nm。请注意，在通过 MBE 生长的

β-Ga2O3 薄膜中也观察到了 γ-Ga2O3 表面层，这表

明 γ-Ga2O3 表面层是由于同质外延 β-Ga2O3 [ 010] 

沉积过程中的内在生长机制产生的。

为了评估这种 TCO 在宽光谱范围内的透明

度，我们进行了从 190 nm 到 3200 nm（6.52 eV

到 0.387 eV）的透射率和反射率测量。考虑到在

双面抛光的 β-Ga2O3 衬底上生长的 512 nm 厚的硅

掺杂 β-Ga2O3 薄膜，揭示了透射率和反射率，同

时允许我们计算吸光度（见图 3）。根据这些测量

结果，从 3.7 eV（335 nm）到 0.56 eV（2214 nm）

的光学透射率约为 70%，在深紫外区下降，在

4.42eV（280 nm）时降到 20%。在这个区域，高

导电的硅掺杂的 β-Ga2O3 的透光率远小于未掺杂

的 β-Ga2O3 的透光率，如在 280 nm 处约为一半。

我们还发现，这种高导电性的 β-Ga2O3 的带隙约

为 4.596 eV，低于未掺杂的 β-Ga2O3 ，后者通常

为 4.9eV。我们认为这是因重掺杂导致较低的导

带边缘和较高的费米能级之间竞争的结果。

我们开发外延 β-Ga2O3 的主要动机是这种材

料可以用于功率器件，例如横向和纵向场效应

管和肖特基势垒二极管。所有这些器件都有望

利用 β-Ga2O3 的理论临界场强—它可以承受高达

8MVcm-1 的场强。由于有可能在较大的载流子浓

度范围内对 β-Ga2O3 进行 n 型掺杂，这将为先进

器件的运行打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

有几篇关于用各种沉积技术形成和含有不同

掺杂物的 β-Ga2O3 薄膜的霍尔迁移率与载流子浓

度的报告（见图 4）。自 2012 年以来发表的这些

工作，包括通过 MBE、MOCVD、HVPE、低压

CVD、雾化 CVD 和脉冲激光沉积形成的薄膜。

根据文献，目前研究的主要掺杂有硅、锡和锗，

首选的 β-Ga2O3 衬底取向是（010）。使用（001）

和（100）的报告较少。

我们已经确定了三个载流子浓度范围，对应于

理论上的性能。对于阻断 1kV 或更高电压的大功率

垂直器件，掺杂应低于 2×1017 cm-3 ；对于电压低于

1kV 的横向功率开关器件，掺杂从 2×10 17 cm-3 到

1×1019 cm-3 不等；为了获得最佳的器件欧姆接触，

需要更高掺杂，其值应超过 4×1019 cm-3。如前所述，

我们通过脉冲激光沉积形成的薄膜具有 2323 S cm-1

的电导率（在图 4 中用红色星标表示），可以用作

改进的晶体管欧姆再生长接触层，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除了我们的努力之外，其他研究人员正在改

进 β-Ga2O3 外延膜的电导率，使用的方法更具有

可扩展性和商业可行性。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

人员使用 MBE 展示了 delta 硅掺杂层（具有交替

图 2.  X 射线衍射摇摆曲线 (a)、原子力显微镜表面扫描 (b)、二次离子质谱深度剖面 (c) 和横截面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 (d) 通过脉冲激光沉

积在铁掺杂的 β-Ga2O3 衬底上生长的 同质外延硅掺杂 β-Ga2O3 薄膜。 改编自 Jeon 等人，APL Materials 9 10110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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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掺杂层和非故意掺杂层的结构），其迁移率

为 83 cm2 V -1s-1，薄层电阻为 320 Ohm/sq，并将

这种结构集成在 FET 中。犹他大学的团队获得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最近报告了通过 MOCVD

生长的 β-Ga2O3 的电导率为 1635 S cm-1（见图

1 和 4）。他们的技术是专门为实现改进的欧姆接

触而开发的，使他们能够使用 600 ℃ 的再生长工

艺生产出基于沟道的全 MOCVD 外延 MESFET，

从而产生 73 Ohm/sq 的薄层电阻。在美国空军研

究实验室，我们继续改进脉冲激光沉积工艺以实

现更高的电导率。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基于采用 

MOCVD 和 MBE 小组的改进结果，实现更高电

导率数据。

引人注目的锡酸盐

在超宽带 TCO 领域，β-Ga2O3 并不孤单；关

于锡酸盐的新报道也同样令人感兴趣。正如人们

所期望的那样，结果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锡

酸盐的组成。对于掺杂镧的

BaSnO3 来说，导电性很好，大约为 104 S cm-1， 

但带隙只有 3 eV。更有希望的是掺杂镧的

SrSnO3，根据北海道大学使用 MgO 衬底、脉冲

激光沉积和 790℃的生长的结果，其电导率为

2930 S cm-1（图 1），估计带隙为 4.6 eV。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质外延 β-Ga2O3 生长过

程中形成的单晶外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

异质外延 SrSnO3 薄膜具有明显的晶粒结构。尽

管这会影响晶体质量，但它在一个方面是有益的：

790℃沉积后真空退火的横向晶粒生长增加了镧离

子的活化效率，并最终提高了导电性。明尼苏达

大学的研究人员也一直在探索锡酸盐的潜力。

他们报告了在具有未掺杂缓冲层的晶格失配

的 GdScO3 衬底上生长的掺钕 SrSnO3 的电导率为 

2157 S cm-1（见图 1）。虽然这个团队没有测量他

们的氧化物的带隙，但他们表示它很可能在 4.1 

eV 到 4.6 eV 之间。 图 1 采用了这个范围的中间点。

通过转向异质衬底和多晶态，在这一领域的

工作人员现在有许多令人兴奋的途径来开发未来

的器件。基于 ITO 和 ZnO 的薄膜在这方面有巨大

的优势，因为它们通常与衬底无关，从而产生多

晶或非晶薄膜。如前所述，锡酸盐也提供了一些

通用性，因为它们可以在氧化镁或其他衬底上生

长。然而，值得考虑的是，许多已经使用 β-Ga2O3 

及其同质衬底完成的器件演示都是利用了添加电

荷载流子的方法，要么是在外延生长过程中通过

掺杂，要么是通过离子注入，两者都是商业上可

行的工艺。对于不如 β-Ga2O3 那么先进的锡酸盐

系统，器件演示尚待报道。然而，掺钕的 SrSnO3

已经显示出非常有希望的 3.7×1018 cm-3 的中等掺

杂，这表明它可能适合掺杂调制。

在同质衬底上形成高质量的 β-Ga2O3 薄膜是

常规工艺。幸运的是，这些衬底可以从熔体中生

产出来。这有助于支持快速的器件开发，并能够

演示直径达 100 毫米的衬底。今天，制造半绝缘

图3. 在512 nm厚的硅掺杂β-Ga2O3[010]上进行的透射率、反射率和吸光度测量（a）。紫色阴影区域对应的是最佳的透明窗口。从硅掺杂的β-Ga2O3 [010]薄膜上测得的

带隙为4.595 eV（b）。改编自Jeon等人，APL Materials 9 101105 (2021)。带隙是通过a2与能量E的线性图计算出来的。吸收系数a是根据对小a和大a都适用的公式计算出

来的。（请注意，通常的 (aE) 2 与 E 的 Tauc 图仅适用于非晶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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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Ga2O3 衬底的主要方法是导膜生长，这是 Novel 

Crystal Technology 公司使用的一种工艺，并被

广泛用于生产蓝宝石。同时，Northrop Grumman 

Synoptics 公司正在开发通过 Cz 法生长 β-Ga2O3 ，

这种方法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制造单晶硅。

可能的途径

宽带隙 TCO 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虽然没有

利用它们的材料透明度，但一种直接的集成途径

是它们作为 β-Ga2O3  FET 的再外延层的扩展用途。

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将是有益的，因为尽管在过

高度掺杂的半导体通常会经历自补偿，在这

个过程中，掺杂物产生施主和受主，而不是只产

生其中一个。在硅掺杂的 β-Ga2O3 情形下，我们

预计硅原子会占据镓晶格并产生 SiGa 施主（电荷

ZD = +1），从而导致 n 型导电性，这是可以观察

到的。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晶体的能量，

通过产生镓空位 VGa 并入受主。这些缺陷是三重

受主（电荷 ZA = -3），除了减少自由电子浓度外，

还大大增加了电子散射，随 ZA
2 变化。根据密度

泛函理论，与硅有关的受主复合物 SiGa -VGa（ZA = 

-2）和 2SiGa -VGa（ZA = -1）也可以形成，对浓度

和迁移率提供另一个阻力。

我们已经使用随温度变化的霍尔测量来确

定施主 ND 和受主 NA 的浓度，作为受主电荷

ZA=-1、-2 或 -3 的每个可能值的测量迁移率和自

由电子浓度的函数。根据 SIMS，最近我们对

40 nm 厚和 512 nm 厚的硅掺杂的 β-Ga2O3 薄膜

深入了解掺杂物

进行了建模，它们的硅浓度分别为 3×10 20 cm-3

和 4×10 20 cm-3。对于三种可能的受主电荷可能

性相同的特殊情况，霍尔分析预测硅的浓度分

别为 3.0×10 20 cm-3 和 3.7×10 20 cm-3。由于这

些数字与 SIMS 的结果非常接近，因此三种可

能的受主电荷的情况当然是一种有效的可能性。

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电荷 ZA = -2 占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预测值将分别为 2.6×1020 cm-3

和 3.2×10 20 cm-3。

虽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严格的结论，

但霍尔模型似乎是有效的，非常值得更详细地

探索。事实上，如果镓空位是大多数受主的原因，

那么非常值得探索减少其浓度的方法。众所周

知，将这种策略应用于镓掺杂的氧化锌会取得

成功，在合成气体环境下，将样品面朝下放在

锌箔上退火时，锌空位会大大减少。

图4. 在近期文献中，n型同质外延 β-Ga2O3薄膜的霍尔迁移率与载流子浓度的关系。图例中的数据点由沉积技术、掺杂物（如果使用）、衬底取向和发表年份来标识。

改编自Jeon等人，APL Materials 9 10110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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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十年中，β-Ga2O3 功率器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低电阻率的欧姆接触还不成熟，并且没有被广

泛集成。请注意，其他技术，如自旋玻璃和离子

注入，也已经被开发出来，以降低接触电阻。

第二条路径需要日盲检测器，这是一类对波

长短于 280 nm 的光敏感的器件。当深紫外光探

测器在高温下工作时，它们有可能用于空间通信、

紫外天文学和污染分析。由于硅基结构的窄带隙，

传统的紫外线光电探测器因其高暗电流而受到影

响。改用具有高导电性的宽带隙材料扩大了辐射

检测的范围，涵盖了进入紫外线领域的光谱，同

时改善了高温性能。选项包括 SiC、GaN、ZnO

和 β-Ga2O3 。然而，SiC、GaN 和 ZnO 的带隙比

4.42 eV 窄，因此需要与另一种元素进行合金化，

以将带隙增加到这个临界值，并将光的吸收限制

在 280 nm 以下的波长。然而，合金化谈何容易，

因为它导致了与晶格失配有关的高缺陷密度。

一个更有希望的候选者是 β-Ga2O3 ，它本质

上适用于更短的紫外线光电探测器，即不需要合

金化。高导电性的 β-Ga2O3 与同质衬底的配对可

减少缺陷，并有可能受益于均匀的热膨胀。请注意，

由于 β-Ga2O3 具有较低的导热性，因此需要进行

额外的研究来评估潜在的热限制。

传统硅基光电探测器的另一个弱点是需要显

著冷却来提高外部量子效率。虽然基于 β-Ga2O3 

扩展阅读

 Jeon et al. “Homoepitaxial β-Ga2O3  transparent conducting oxide with conductivity σ = 2323 S cm -1 ,” 
APL Materials 9 10110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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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电探测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初步演示提供

了有希望的性能和非制冷操作，这表明这些器件

是用其他材料制成的日盲探测器的潜在替代品。 

最后，有可能通过将 β-Ga2O3 与另一种材料

合金化来提高它的性能，并实现更高的带隙。使

用 MOCVD，与 33% 的铝合金化的 β-Ga2O3 产生

中等 1018 cm-3 的载流子浓度。在此基础上，制造

了铝合金 Ga2O3/Ga2O3 叠层，在其界面处形成了

高导电 2DEG。由于避免了杂质散射，因此通道

中的电子迁移率很高。在同质衬底上的超晶格铝

合金 Ga2O3/Ga2O3 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导电性，作

为更深的紫外 TCO 材料。

我们认为实现 β-Ga2O3 和 SrSnO3 的高导电性

是设想 TCO 应用延伸到 " 深 " 紫外的分水岭。通

过我们的脉冲激光沉积工艺，我们已经生产出电

导率为 2323 S cm-1 的 β-Ga2O3 ，但其在紫外中的

电激活效率和透射率还不够理想。进一步研究并

实现更高的电导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预测，这

可以通过将电激活效率提高到 90% 左右来实现。

这绝不是所要解决的唯一挑战。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因为必须针对衬底开发、缓解低电导率、

与其他材料的兼容性和工艺要求、确保在环境条

件下的短期和长期稳定性以及引入互补的 p 型材

料等。推动所有这些工作将实现 β-Ga2O3 的承诺，

它具有作为 TCO 和其他方面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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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查器件在退火前后的化学键，研究小

组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学分析。蒸汽退火后，

与 C-C 和 C-O 键相关的峰强度大大减弱，而与

Al-O 键相关的信号增强。基于这些发现，研究小

组认为，蒸汽退火增强了碳杂质的水解和 Al2O3

薄膜中悬挂键的钝化。

蒸汽退火的另一个潜在后果是影响晶体管内

的电子陷阱。为了确定是否有这种情况，研究小

组使用传输线方法测量了他们的 HEMT 的方块电

阻。研究表明，蒸汽退火使绝缘栅 HEMT 的电阻

从 262 Ω/sq 降低至 211 Ω/sq。该团队将这种下

降归因于碳杂质的水解和悬挂键的钝化。

对这两种器件的电学测量表明，绝缘栅

HEMT 具有良好的跨导特性。基于这一点，Fmax

和截止频率 FT 在栅极偏置的情况下变化很小。当

栅极偏压为 0.05V 时，Fmax 的最佳平面图出现

在 801GHz 处，并且在 -0.5V 到 0.25V 之间超过

700GHz。

该团队声称，其结果表明，其绝缘栅 HEMT

有望改善 InP HEMTs 的射频性能，适用于超高频

应用领域。

参考文献

S.Ozaki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41001 
(2022)

采用蒸汽退火工艺制作的具有超薄 Al2O3 栅介质层的 InP HEMT 在较宽的偏置范围内产

生高的最大振荡频率。

蒸汽退火增强 InP HEMT 性能

来自富士通的工程师已经实现了 InP HEMT

在宽偏压范围内的高频性能，其制造工艺

涉及对 Al2O3 栅电介质进行蒸汽退火。

这种 HEMT 结合了降低的栅漏电流、增加的

正向击穿电压和在宽偏置范围内超过 700 GHz 的

最大振荡频率 (Fmax) 等优势，对移动通信的未来

大有可为。

当 6G 最终推出时，与以前的通信标准相比，

它很可能使用 275 GHz 至 320 GHz 范围的载频

来提高带宽。由于在这些非常高的频率有显著的

衰减，将需要具有高输出频率的放大器，而 InP 

HEMT 便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从其历史上看，这类 HEMT 一直受到大泄漏

电流、低击穿电压和缺乏高线性度的限制。但富

士通的器件并非如此，它用 Al2O3 栅介质克服了

所有这些弱点—以宽禁带、高介电常数和高击穿

电压而闻名。

为了生产这种晶体管，该团队采用 InP 衬

底，并沉积了包括 9.5 nm 厚的 In0.63Ga0.37As 沟道

和包括 3 nm 厚的载流子供应层的外延堆栈，非

故意掺杂 In0.52Al0.48As 隔离层和 4 nm 厚的 n 型

In0.52Al0.48As 掺杂层。选择性湿法腐蚀形成一个栅

极凹陷区，研究小组在该区域上添加了一层 2 nm

厚的 Al2O3 薄膜，通过原子层沉积生长。为了最

大限度地减少氧化物中的缺陷，工程师们在 300

摄氏度下进行了 1 小时的蒸汽热处理。

根据其他小组的工作，在含氧环境中的热处

理可以增强悬挂键的钝化，包括氧化膜中的氧空

位。特别是，蒸汽的使用有望加速三甲基铝引起

的 Al2O3 薄膜中碳杂质的水解。

在蒸汽退火后，研究人员通过等离子体增强

CVD 生长了 10 nm 厚的 SiN 钝化层，然后通过

SF6 腐蚀来定义栅区。最后，它们形成了 Y 形的

钛 / 铂 / 金接触 ( 完整的结构见下图 )。此外，该

团队还制造了一种对照器件，不含氧化铝，具有

肖特基栅极。

富士通的绝缘栅 HEMT 的栅长 (LG)、LRS 和

LRD 值分别为 75 nm、70 nm 和 150 nm。

富士通的绝缘栅HEMT的栅长(LG)、LRS和LRD值分别为75 nm、70 nm和15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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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个研究小组声称，他们已经生产出

了第一个在 UVC 中提供连续激射的激光二

极管 , 其光谱范围为 280 nm 至 200 nm。由 Asahi 

Kasei 公司和名古屋大学合作生产的该器件运行在

5℃下，在 275 nm 处发出的输出功率略高于 1 mW。

“我们相信报道中的这次成功是向实用的紫

外线激光二极管的一个飞跃，”团队发言人 Ziyi 

Zhang 说，他同时隶属于 Asahi Kasei 公司和名古

屋大学。据他介绍，紫外线激光器可用于各种任

务，包括生物和化学传感、粒子检测、快速消毒、

日盲通信和材料加工。

该团队之所以成功，是将最近在紫外激光器

设计方面的突破，与引入一个具有更高程度的光

学限制的架构和增加一对 n 型电极相结合。由此

产生的紫外连续波激光器是在自支撑 AlN 上生长

的，其特点是：具有高内部量子效率的有源区；

偏振诱导的掺杂；确保更大的光学限制层；以及

一对添加到顶部表面的 n 型电极。

请注意，虽然 n 型电极通常被放置在激光二

极管的背面，以确保器件的低电阻，但这并不是

第一次将其添加到此类器件的顶部。这样的配置

以前曾被用于在蓝宝石上生长的激光器。

Zhang 和他的同事通过评估在单晶 AlN 衬底

紫外线激光器实现连续激射

上通过 MOCVD 生产的一系列器件的性能，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该团队通过沉积包含以下内容的外延堆栈来

制作控件： 350 nm 的 n 型 Al0.7Ga0.3N 光学限制层；

100 nm 厚的 Al0.63Ga0.27N 波导，包含一对 4.5 nm

厚的量子阱；320 nm 厚的 p 型分布偏振掺杂限

制层；和 p 型接触层。干法蚀刻和解理产生的一

个具有 5μm 宽台面条纹和 600μm 长空腔的器件。

为了将腔镜面反射率提高到 90%，该团队沉积了

5 对 HfO2/SiO2。

具有 Al0.75Ga0.25N 限制层的变体 , 让 Zhang 和

同事考虑量子阱中光学限制差异的影响。增加铝

含量降低了折射率，减少了光学模式的泄漏，并

降低了脉冲模式操作下的阈值电流。然而，所有

这些都是以增加串联电阻为代价的。

基于这点，该团队继续生产了一对器件，它

们的区别仅在于在台面条纹旁边有一个或两个 n

型电极。由于减少了量子阱中的点缺陷，这两种

设计的量子效率都高于其前身。

对这些 TO 封装的器件进行电光脉冲测量，

结果显示阈值电流密度仅为 2.8 kA cm-2，这归功

于内部量子效率的提高。从单个 n 型电极切换到

一对 n 型电极，将电阻从 20Ω 降低到 12Ω，并

首次实现了连续激射。激光阈值电流密度略升高

到 3.7 kA cm-2 。

据说现在应该努力实现更低的阈值电流密度

实现连续发射。这需要更高的内量子效率和注入

效率，相比之下，注入效率可能仍然低于 10%，

而基于 InGaN 的激光二极管通常为 60% 或更高。

Zhang 透露，他和同事们将继续改进他们的

器件，目标是生产出性能适合用户测试的紫外线

激光器。" 鉴于激光二极管在任何波长范围内的

发展历史，在室温下实现连续波激射是器件性能

提升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 "。

参考文献：

S. Kumar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54001 
(2022)

将一对 n 型电极与增强的光学限制相结合，首次实现了在 UVC 中的连续激射

CW发射来自于一对n型
电极的引入和有源区材

料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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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备器件，郭和同事用脉冲激光沉积技

术在 p 型 GaAs 上 (111) 上生长了钽、铒或铕共

掺杂的 Ga2O3 薄膜，沉积衬底温度 500℃，0.1 Pa

氧气气氛，生长时间为 3 小时，衬底与靶材间距

为 40 mm。“激光沉积适用于基础研究，他补充

说，大规模生产 MOCVD 更合适。用 x 射线衍射

仔细表征了 LED 结构，拉曼光谱分析结果表明

掺 Ga2O3 薄膜是多晶的，对器件进行测量，Ga2O3

表面有溅射一层 250 纳米厚的 ITO 薄膜，在背

面电子束蒸发法沉积一层金电极，反向偏压下没

有观察到发射，表明器件需要同时注入电子和空

穴才能工作。钽，铒和铕离子的结合，郭说是最

佳的用于制造白光 LED 的掺杂剂，产生分别在

460nm, 530 nm 和 610nm 的尖锐发射峰。这导致

了明亮、均匀的粉色光随驱动电流逐渐改变颜色。

据团队说，对现有的稀土离子组合进行钽、

铒和铕掺杂微调，就可以实现白光 LED。共掺

Ga2O3LED 的优点之一是它的发射波长不会随着

环境温度改变。郭和同事仍在研究 LED 的效率和

寿命。同时将使用低温光致发光手段来揭示共掺

杂 Ga2O3 薄膜的能量传递机理。

参考文献

Y. Huang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81005 
(2022)

共掺杂有望实现超高效的白色 Ga2O3 LEDs

含有稀土离子的 Ga2O3 LED 具有很高的显色

指数，同时避免了与斯托克斯位移有关的

损失。

今天的白光 LED 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

巨大成功不应掩盖其弱点。它们常见的结构是将

黄色荧光粉与蓝色发光芯片结合在一起，导致了

一些缺点，包括低的显色指数，斯托克斯能量转

换损失和低的热稳定性。从荧光粉到稀土离子的

转换应该可以消除这些缺点。

最近佐贺大学的一个团队在这方面取得了成

功。该团队正在开发共掺杂钽、铕和其他元素的

Ga2O3 LEDs。该团队的发言人 Qixin Guo 告诉《化

合物半导体》记者说，在他们的共掺杂 LED 中，

其红、绿、蓝三色混合发射的能量转移机制的性质

需要进一步研究。然而，由于斯托克斯位移，没有

任何能量损失。该团队的最新发射器件是建立在以

前工作之上而开发带有稀土离子的 Ga2O3 LEDs。

早在 2021 年，郭和他的同事们报道了一种

白光 LED 包含一个垂直堆叠，具有 150 个周期，

分别由掺杂钽、铕或铒的 Ga2O3 薄膜组成。由于

生产这么多层的 LED 需要一个复杂的沉积过程，

该团队已经开始研究基于共掺杂的钽、铒和铕的

可调控彩色 LEDs 的可行性。他们的器件，是基

于 p 型 GaAs 衬底的异质共掺杂 Ga2O3，其阈值

电压约为 9V，并发出彩色电致发光”。

钽、铒和铕离子产生在分别460nm,530nm,610nm发光，三者组合产生白光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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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欢迎读者和供应商投稿，文章一经采纳，将在印刷版本和
网上刊登。CSC 将为设计者和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展现国内外厂商
的最新成果的平台。

文章投稿指南 
1. 文章主题突出、结构严谨、短小精悍，中文字数不超过 3,000 字； 
2. 文章最好配有两幅至四幅与内容相关的插图或表格 ；插图与表格

分别用图 1、图 2 或表 1、表 2 的次序编号，编号与文中的图表
编号一致 ； 

欢迎投稿
3. 请注明作者姓名、职务及所在公司或机构的名称。作者人数以四

人为限； 
4. 请勿一稿多投； 
5. 请随稿件注明联系方式（邮编、地址、电话、电子邮件）。 

新产品投稿指南

1. 新产品必须是中国市场新上市、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到； 
2. 有关新产品来稿的内容应包含产品的名称、型号、功能、主要性

能和特点、用途； 
3. 短小精悍，中文字数不超过 300 字； 
4. 来稿请附产品照片。最好是在单色背景下简单的产品实物照片，

照片的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 
5. 注明能提供进一步信息的人员姓名、电话、电子邮件。 

优先刊登中文来稿（翻译稿请附英文原稿）。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寄到：
sunniez@actintl.com.hk。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或者有什么想法同本刊编辑探讨，请不
吝赐教。 

Advertiser 广告商名称 网址 页码

CGB  北京华林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www.cgbtek.com  3

ES SHOW 2022 2022 年深圳电子元器件及物料采购展览会 www.esshow.cn 5

列真株式会社   http://lazin.jp  2

MRSI SYSTEMS   https://mrsisystems.com  10

Riber   www.riber.com  IFC

TSD  特思迪半导体  www.tsd-semicon.com FC

Wolfspeed   www.wolfspeed.com  6-7

Burnsall Road, Coventry, CV5 6SP, UK
Tel: +44 (0)2476 718 970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Stephen Whitehurst
stephen.whitehurst@angelbc.com
Tel: +44 (0)2476 71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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