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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衬底创新技术大比拼
在电动汽车、新能源、储能等应用的驱动下，碳化硅行业发展迅猛，但行业核心

痛点就是碳化硅衬底价格太高。近几年，为了降低碳化硅衬底成本，各种技术层出不穷，

如，LPE、TSSG、HT-CVD、Cold Split、SmartCut 等，让人眼花缭乱，如下将系统梳

理一下这些技术，厘清它们的关联及发展前景。

碳化硅衬底制造流程一般包括 ：长晶 - 切片 - 磨抛。因此所有的技术创新也基本

上可以划分到这 3 个阶段。

长晶技术创新：主要包括 HT-CVD 和 LPE。HT-CVD 即高温 CVD，因设备昂贵，

反应高纯气源（如硅烷、乙烷或三氯硅烷等）成本高，虽然可以获得高纯高品质晶体，

但是长晶成本要高于 PVT 法，近期有使用一种甲基硅烷源来同时提供 C 源和 Si 源的

CVD 技术报道，据说长晶温度还可以降低些，不过长晶质量及长晶成本也很难预期。

LPE 即液相外延，也叫液相法，溶液法，TSSG 法（顶部籽晶溶液生长，目前主流的

液相法技术），类似于熔体生长的提拉法，差异在于：籽晶不是小的柱状晶体，而是

片状的大晶片；熔体不是一致熔融的碳化硅（因为碳化硅在常压下无熔点），而是硅

与助溶剂（增加 C 的溶解度）组成的混合熔体。因生长温度低、生长速度快、扩径容

易、固液界面稳定可长厚等优势，有望比 PVT 法大幅降低成本，另外容易生长低阻 p
型晶体，扩充了现有碳化硅衬底的品类，对双极型器件，如 IGBT、GTO 的推出意义

重大。名古屋大学，UJ-Crystal 株式会社，住友金属和丰田汽车等在该领域比较活跃，

推出了诸如多参数调控的 MPZ 技术及 AI 辅助的工艺优化，并已瞄准 6-8 英寸高质量

低成本碳化硅液相法长晶技术的攻关。

切片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激光切割和离子切割技术。就是利用粒子源（光子或离

子）聚焦到碳化硅晶碇的某个深度（即切片厚度），扫描该界面，高能粒子的吸收就

断裂开界面内的 C-Si 化学键，通过一定的辅助手段就可以剥离该薄晶片，如此重复

就可以完成切片工作，可以形象的称之为“粒子刀”（激光刀或离子刀）。如 Disco 的

Kabra 技术、英飞凌的 Cold Split 技术和大族激光的 QCB 技术都属于激光切割技术；

Soitec 的 SmartCut 技术、住友金属子公司 Sicoxs 的 SiCkrest 技术就属于离子切割技

术。激光切割技术引入的单片损耗（包括切口及研磨损耗）只有 50um 左右，要远远

小于常规的多线切割技术（~250um），故单晶碇出片率至少可以提高 40% 左右，因激

光切割可以切割更薄的晶片，因此出片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另外激光切割技术也可以

应用在器件制备后道的背面减薄制程，比常规的研磨减薄更高效、更高品质和更低成

本。因为离子穿透碳化硅深度有限，故离子切割晶片非常薄，一般小于几十 um 左右，

故需要一个转移衬底来支撑，目前 Soitec 及 Sicoxs 公司都选用的是 3C-SiC 多晶衬底，

通过键合邦定在一起形成“复合衬底”。据称 SmartCut 技术可将碳化硅衬底的电阻率

降低至少 4 倍，故可以使 SiC MOSFET 尺寸缩小 5-15%，从而将碳化硅器件成本降低

50% 左右。还有一种硅基碳化硅“复合衬底”，就是在硅衬底上外延形成 3C-SiC 单晶

薄膜，材料缺陷会很高，又不能形成二维电子气，本人认为该材料前途不大，横向比

不过硅基氮化镓，纵向比不过碳化硅同质衬底。另外激光若切割超薄晶片，结合键合

技术或许也可以制作碳化硅“复合衬底”。

磨抛技术创新：该工艺段特点是机台多、人员多。主要创新有磨削技术及自动化

提升，前者是提高加工效率，后者是降低人力成本。

在降本增效的重要性问题上，是前道工艺—长晶技术最重要，其次是切片技术，

最后是磨抛技术。这如同接力赛，前棒跑好了，可以减轻后者的压力，前棒若是碾压

性的领先优势，后者就可以轻轻松松取胜。故此液相法长晶技术值得期待，若长晶速

度能够突破 1mm/h，则切片及磨抛技术创新就显得没那么迫切了 ；不过就技术本身而

言，“激光刀”赛道性价比可能更胜一筹；固然磨抛环节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是势

在必行的，因为除了降本之外，对产品品质的稳定可靠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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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功率模块
最大限度提高有源前端效率

工程师在设计 UPS 时必须非常小心，以确保

企业数据中心 24/7 全天候平稳运行，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电源注定会成为美国每年

耗电达 90 TWh 的这类设施的一部分，而这一耗

电量足以达到 30 座大型有害燃煤电厂年发电量。

另一种设计思路的电力工程师正在努力确保他们

的快速充电机能够快速为 EV 充电，他们也意识

到电力成本及发电对环境的影响。

任何应用领域的工程师都必须考虑效率、功

率密度和成本这些因素。即使还没有开展具体设

计，他们也意识到碳化硅（SiC）技术也许是一种

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解决了这些问题，并通过并行比较，证

明了碳化硅（SiC）是迄今为止在高功率应用中优

于硅基器件的选择。该演示使用 UPS 和充电机系

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有源前端（AFE），以探讨

在尺寸和功率密度、功率损耗和效率以及物料清

单（BOM）成本方面的改进。

因此，本文旨在将对 SiC 好处的一般认识转

化为更清晰的理解，为现有的低效率技术开辟一

条道路，从而获得更好的基于碳化硅的设计体验。 

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AFE 设计中的挑战可以概括为工程师希望完

成的一系列变更：

1. 降低半导体器件的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

2. 更小、更轻的散热系统

3. 更小、更轻的无源器件（电容器和电感器）

4. 上述所有变更都会降低运营成本和 BOM 

成本

任何能够同时解决所有这些挑战的技术，可

以实实在在地对产品竞争力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为何选用 SiC
SiC 使工程师能够凭借材料和由其形成的优

异器件特性实现上文所列变更项目。

与传统的 Si 技术相比，SiC 器件的通态压降

为 Si 的 1/2 - 1/3，从而降低了 SiC 开关的导通损

耗。由于 SiC 器件是多数载流子，因此它们的电

流斜率（di/dt）比 Si 器件要高得多。击穿场强为 

Si 的 10 倍，使得相同封装的 SiC 器件能够承受

更高的电压。

与 Si 的 1.5 W/cmK 相比，3.3 - 4.5 W/cmK 的

导热系数更高，使 SiC 器件能够更快地传导热量，

有助于降低系统中的散热要求。此外，SiC 芯片

温度可以达到 250 - 300°C（而 Si 可达到的温度

为 125°C），Wolfspeed 器件的结温在不影响可靠

性的前提下可以达到 175°C。这意味着这些器件

可以在更高温度下运行，散热装置也更小。

与 Si 技术相比，Wolfspeed SiC 功率模块具

有以下优势：

• 它们以应用为目标，提供各种电压和电流

额定值、封装尺寸以及开关和导通得到优

化的模块选择

• 与 IGBT 模块相比，它们的 RDS(ON) 更低

• 它们的开关速度更快

• 它们的开关损耗更低

AFE 拓扑的应用优势

AFE 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并网转换器。图 1 

显示了当今新兴市场的两种主要拓扑。双向转

换 UPS 架构包括 AFE 或整流器、DC/DC 转换器

和逆变器。在正常功率回路中，一个小电流进入 

DC/DC 转换器，维持电池充电。大部分电能通过 

DC 母线回路传输到逆变器，在那里为负载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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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源故障时，AFE 停止开关，DC/DC 转

换器将来自电池的电能传输到逆变器，为负载供

电。一些应用可能还会使用电池来补偿不良负载

或电网侧电能质量。

在非车载 DC 快速充电机中，AFE 将转换器

连接到电网。它将电网电压整流为稳定的 DC 母

线电压，然后用于给电池充电。非车载充电机拓

扑更简单，AFE 直接与 DC-DC 转换器连接，可

快速为 EV 充电。

在这两种应用中，AFE 都使用三个半桥功率

模块 - 每相一个。

定义问题和设计目标

基于 IGBT 的 AFE 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们体

积大且效率低。它们具有很高的开关损耗，而且，

由于它们也是重要的热源，工程师们可以选择使

用大型散热系统，或者采取降低性能的办法，来

降低产生的热量。但是，尽管需求略有不同，所

有客户都希望购买高效系统，而不是加热器。

因此，AFE 设计目标可定义为：

• 通过控制输入电流的幅度来调节正常运行

下的 DC 母线电压

• 通过提供非常低的 THD（<5%）电流和非

常高的功率因数，最大程度减少电能质量

问题

• 最大程度降低 BOM 器件成本

• 缩小系统体积以实现更紧凑的系统

• 最大程度提升效率

考虑到这一点，AFE 系统的 IGBT 和 SiC 变

体在设计上通过调节好的 DC 母线输出 200 kW 

的高质量整流功率。

IGBT 方案对比 SiC 方案 
下文将简单介绍基于 IGBT 和 SiC 的系统，

图1：AFE 将两种应用（双向转换 UPS（左）和 EV 非车载快速充电机（右））接入电网，将 AC 输入整流为 DC。

图2：电路中的每个红色方框包括 EconoDUAL® 功率模块和如上所示的相关散热系统。

然后通过对器件尺寸和损耗的并列比较进行深入

研究。

基于 Si 的高功率设计（例如 AFE 示例）通

常使用 IGBT。图 2 显示了功率模块电路图及其物

理散热要求。为了使用同类最佳器件，从目前主

流的 IGBT 模块选择了一种模块，这些模块采用 

EconoDUAL® 封装。该拓扑需要三个这样的功率

模块 - 图中所示的每个红色框包括一个功率模块、

一个散热器和两个风扇。

可以优化该系统，以在需要 100 µH 电感器

的情况下实现高达 8 kHz 的开关频率。对于 40°C

的环境温度，IGBT 结温（Tj）达到 130°C，单独

的二极管芯片结温达到 140°C。这需要一个大型

散热器和每个模块两个风扇，即使在将开关频率

限制为 8 kHz 也需如此。

基于 SiC 的系统采用 Wolfspeed XM3 功

率模块 CAB400M12XM3。该系统可以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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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Loss IGBT Module 
(w)

XM3 Module 
(w)

IGBT/MOSFET Conduction 16 132

IGBT/MOSFET Turn-on switching 66 96

IGBT/MOSFET Turn-off switching 211 91

IGBT/MOSFET Reverse recovery N/A 12

IGBT/MOSFET IGBT/MOSFET 
total

293 331

Diode Forward 
conduction

140 N/A

Diode Reverse recovery 122 N/A

Diode Diode total 262 N/A

Module Total 555×2=1110 331×2=662

• 开关损耗降低至五分之一以下

• 低导通损耗，无固有的拐点电压

• 高可靠性氮化硅功率衬底，增强了功率循

环能力

在所考虑的 AFE 中，表 1 将 IGBT 功率模块

损耗与 CAB400M12XM3 进行了比较。

如表 1 所示，使用 Wolfpseed SiC 技术有助

于通过减少总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来克服第一个

设计挑战，进而解决剩余的挑战。需要注意的是，

Wolfspeed SiC MOSFET 固有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

电荷（Qrr）仅仅不到 Si 基方案的 1% 。为了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IGBT 模块还包括了单独

的二极管，从而带来单独且额外的损耗。

图3：SiC 基电路设计中的每个红框都使用更小的 XM3、更小的散热器和单个散热风扇。

图4：与 EconoDUAL® 相比，XM3 平台显著减少了面积和体积。 图5：XM3 将散热系统体积降低了 42%，成本降低了 70%。

表1：损耗比较表明，与 IGBT 相比，SiC 使每个模块的损耗降低

了 40%。

的 25 kHz 频率下工作，并使用 30 µH 的电感器。

对于相同的 40°C 环境温度，MOSFET 结温达到 

164 °C。Wolfspeed 模块所带来的高结点温度，可

帮助减少热管理成本。同样，图 3 所示的每个红

框都包含模块，其散热要求要低得多。

功率模块比较

Wolfspeed 的 XM3 功率模块平台与同等额定

值 62 mm 模块相比，体积减少 60%，面积减少 

55%。与同等额定值的 EconoDUAL® IGBT 模块

相比，其尺寸、体积和重量的减少明显更多。

XM3 平台的主要特性包括：

• 高达 32 kW/L 的高功率密度

• 高达 175°C 的结温

• 低电感（6.7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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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更轻的散热系统

Wolfspeed 的 SiC 技术实现的高 MOSFET 结温

和 XM3 的低损耗对散热要求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由于每个模块的损耗为 1.11 kW，每个 

EconoDUAL® 都需要安装在一个大型散热器上，

每个散热器上都有一个吹吸风扇，以获得足够的

气流来提高散热效率。散热系统体积为 6.4 L/模块。

鉴于损耗降低了 40%，XM3 需要更小的散

热器和一个风扇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40°C 时）。

散热系统体积仅为 3.7 L。

散热系统体积减少了 42%，同时还有另一个

优势 - AFE 系统热解决方案成本降低了 70%。

对无源器件的影响

通过使开关频率增加至三倍，即从 8 kHz 增

加到 25 kHz，基于 SiC 基的 AFE 需要的无源器

件更小（图 6）。

如前所述，所需的电感也可以减小至三分一，

即从 IGBT 设计的 100 µH 减少到 30 µH。由此

产生的物理尺寸减少约 37%。此外，电感器中的 

I2R 损耗也降低了近 20%。

对于 AFE 示例所需的功率水平，XM3 设计

中的磁性元件（包括磁芯和铜绕组）的成本比 

IGBT 基 AFE 低 75%。

由于开关频率增加，对所需 DC 母线电容的

影响是类似的。基于 IGBT 的设计需要 1800 µF，

而 基于 SiC MOSFET 的设计只需要 550 µF 的电

容。图 6 中的并列比较说明所需电容的体积减少

了 54%。

AFE 系统级比较

在系统层面上，SiC 使开关量增加至 3 倍，

从而使控制带宽提升至 3 倍，这继而意味着对动

态条件的响应时间更短。由于对无源器件（包括

散热系统）的需求降低，促使这些组件的总计 

BOM 成本降低了 37%。

SiC 基 AFE 的损耗也比 IGBT 基系统低 40%。

对于一个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连续运行的系

统，这将导致每年节省 26 MWh 的能量。除了绿

色认证，SiC 还可以以 0.10 美元 /kWh 的成本将

年度运营成本降低 2,591 美元。

除了性能、无源器件 BOM 成本和运营成本，

基于 SiC 的系统在尺寸和重量上要小得多。与 

IGBT 版本相比，系统体积减少了 42%（图 7）。

结论

对 额 定 值 相 似 的 AFE 系 统 中 使 用 同

类 最 佳 的 IGBT EconoDUAL® 和 Wolfspeed 

CAB400M12XM3 SiC MOSFET 功率模块的并列

比较表明，SiC 技术满足了上文所述的设计师的

一系列需求。Wolfspeed 的 XM3 平台有助于显著

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提高系统整体响应速度和

性能，减少系统范围内的体积以实现更高的功率

密度，并通过降低整体无源器件 BOM 成本来提

高竞争力。

  请访问 wolfspeed.com，了解有关 AFE 和其他

高功率设计所选择技术和平台的更多信息。
图6：SiC 基 AFE 使用的电感器（上）和电容器（下）比 IGBT 基
设计所需的要小得多。

图7：并列 AFE 系统比较显示了 SiC 系统与 IGBT 相比的部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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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塞贡多，2022 年 5 月 10 日：氮

化镓 (GaN) 功率芯片行业领导者纳微半导体（纳斯达克代

码：NVTS）正式发布 NV6169，这是一款采用 GaNSense™

技术的 650/800 V 大功率 GaNFast™ 芯片，可满足高功率应

用，例如 400-1000 W 4K/8K 电视和显示器、下一代游戏电

竞系统、500 W 太阳能微型逆变器、1.2 kW 数据中心 SMPS 

和 4 kW 电机驱动。氮化镓是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运行

速度比传统硅快 20 倍，和传统硅充电器相比，氮化镓充电

器在一半的尺寸和重量下，能实现 3 倍功率或 3 倍的充电速

度。纳微半导体下一代 GaNSense 技术集成了对系统参数的

实时、准确和快速感应，包括电流和温度的感知，实现自主

保护，和无损耗电流感应能力，实现了轻便小巧，快速，更

高的功率。45mΩ的 NV6169 采用行业标准的、轻薄、低电感、

8 x 8 mm PQFN 封装，导通电阻降低 36%，功率提高 50%，

用于高效率、高密度的电力系统。纳微半导体首席运营官，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人 Dan Kinzer 指出：“超过五千万颗

纳微氮化镓功率芯片已交付给包括三星、戴尔、联想和小

米在内的各级客户，与 GaN 相关的终端市场故障报告为零，

GaNSense 技术能够实时、准确地检测电压、电流和温度，

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系统性能。未受保护的‘分立’式氮化

镓或硅功率芯片无法与纳微半导体的性能和可靠性相媲美，

通过提供 NV6169，我们将业务范围扩展到数据中心、太阳

能和电动汽车等高功率应用，同时凭借前所未有的 20 年有

限质保承诺，以加速氮化镓在性能要求更高的系统中的采

纳微半导体发布新产品 NV6169，功率提升 50%，
进入电动汽车，太阳能和数据中心行业

用”。NV6169 是最先进的纳微第三代氮化镓平台中额定功

率最高的功率芯片。采用 GaNSense 技术的 GaNFast 功率芯

片具有行业首创，无损电流感应和最快的短路保护，实现“检

测到保护”的速度仅为 30ns，比分立解决方案快 6 倍。在电

机驱动应用中，与 IGBT 相比，氮化镓功率芯片可节省高达 

40% 的能源，消除 30 个外部组件，并将系统效率提高 8%。

与竞争解决方案不同，NV6169 额定工作电压为 650V，额定

峰值额定电压为 800V，可在瞬态事件期间稳定工作。作为

真正的集成功率芯片，GaN 栅极受到全面保护，整个器件的

额定静电放电 (ESD) 规格为业界领先的 2 kV。NV6169 可在

签订 NDA 后立即提供给客户，批量生产的交货时间目前为 

6 至 16 周。设计人员可以使用仿真模型 (PSPICE/LTSPICE/

SiMetrix)、3D 封装模型 (STP) 和应用说明 (AN-0016) 来优

化下一代系统。

化合物半导体晶圆和先进材料

供应商 IQE plc 宣布与 MicroLED 和

GaN 基半导体技术的先驱 Porotech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的重

点是开发、扩展和商业化 Porotech

独特的衬底技术，该技术能在单个

200 或 300 毫米 GaN 上实现所有三

种颜色 (RGB)，用于超高密度和高

效的 microLED，其应用包括 AR/

IQE 和 Porotech 合作开发 MicroLED

MR/VR、可穿戴设备、智能显示器

和大型直显显示器。IQE 的目的是

成为 Porotech 的外延片代工厂，为

Porotech 的 PoroGaN 微显示技术平

台的量产提供 GaN MOCVD 能力。

两家公司将共同开发和生产 200mm

制造平台乃至 300mm 平台。IQE

首席执行官 Americo Lemos 表示：

“此次合作标志着 IQE 凭借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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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SiC）技术和制造的全球引领者 Wolfspeed, 

Inc.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WOLF）宣布其位于

美国纽约州莫霍克谷（Mohawk Valley）的采用领先前沿技

术的 SiC 制造工厂正式开业。这座 200mm 晶圆工厂将助力

推进诸多产业从 Si 基产品向 SiC 基半导体的转型。纽约州

州长 Kathy Hochul 莅临现场并预祝 Wolfspeed 在莫霍克谷

（Mohawk Valley）大展宏图。Lucid Motors 产品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工程师 Eric Bach 也出席了此次开业庆典。Wolfspeed 

近日宣布了与 Lucid 签订多年协议，将为 Lucid 供应 SiC 器

件。作为 Wolfspeed 关键合作伙伴，此次仪式别出心裁地采

用 Lucid Motors 屡获殊荣的 Lucid Air®（被评为 2022 年度

趋势汽车，2022 MotorTrend Car of the Year®）电动汽车进

行剪彩。该款 Lucid Air Grand Touring 汽车配备 1050 马力动

力，续航里程达到 516 英里（在美国 EPA 测试标准下）。

Wolfspeed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regg Lowe 表示：“我

们很荣幸今天能有这么多业界领袖拨冗出席，共同庆祝 

Wolfspeed 莫霍克谷工厂（Mohawk Valley Fab）的盛大开业。

我对于公司的团队和所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倍感自豪，在如此

短的时间之内建设完成这座极为重要的工厂。这座工厂将不

仅仅在 2022 年为客户带来更多供应，更将会支持我们长期

的竞争力。”

Wolfspeed 全球首座 200mm SiC 工厂盛大开业，
提升备受期待的器件生产

Lucid Motors 产品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工程师 Eric 

Bach 表示：“作为市场引领者和技术创新者，我们拥有和 

Wolfspeed 相同的价值观和使命，那就是为高效节能和可持

续未来提供业界领先的解决方案。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宣

布与 Wolfspeed 达成合作，未来将采用在这里制造的高品质 

SiC 器件。”莫霍克谷（Mohawk Valley）这座全自动新工厂

将是全球首座且最大的 200mm SiC 工厂，持续提供高品质

和高良率晶圆。在莫霍克谷（Mohawk Valley）开发的器件

对于满足 Wolfspeed 200+ 亿美元销售预期和全球半导体产业

的需求至关重要。首批 SiC 已于这个月早些时候在这座新工

厂开始制造。Wolfspeed 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 Rex Felton 表

示：“我们很高兴成为纽约州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的一部

分，并衷心感谢来自当地合作伙伴的强力且持续性的支持。

这座新工厂展现了我们的承诺，采用最高标准，在运营上追

求卓越，进而带来更高产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可以为客

户提供更多的产品。Wolfspeed 在北卡罗来纳州同样在扩大

运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材料工厂计划将于今年

晚些时候竣工。通过这些工厂的建设与协同发力，并综合 

Wolfspeed 30 多年的研发历史、强有力的技术基础、丰富的

制造经验和高端的人才，我们将在美国东海岸打造国家级的 

SiC 走廊。”

特的平台进入了 microLED 市场。正如我们在 2022 年 3 月

所说，我们相信 microLED 市场为我们的业务提供了重要

机遇。IQE 在 GaN 外延片方面的成熟经验以及我们在大批

量晶圆制造方面的行业领先优势与 Porotech 的 PoroGaN® 微

显示技术平台相结合，将创造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异化产

品。”Porotech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Tongtong Zhu补充道：

“IQE 以其在 MOCVD 外延生长技术方面的深厚底蕴和创新

力，及其大规模生产能力，针对性地优化了非常小的高亮度

microLED 像素，与 Porotech 平台完美匹配。我们期待着共

同合作，将这一解决方案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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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报告 ：2022 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预计将达
到 1090 亿美元的新高

美国加州时间 2022 年 6 月 13 日，SEMI 在其最新的

季度《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World Fab Forecast）中指

出，2022 年全球前端晶圆厂设备支出预计将比去年同期增

长 20%，创下 109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是继 2021 年增长

42% 后，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将连续第三年增长。2023 年

晶圆厂设备投资预计将依然强劲。SEM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jit Manocha 表示：“正如我们最新发布的世界晶圆厂预测

报告所示，全球前端晶圆厂设备支出将首次突破 1000 亿美

元的门槛。这一历史性里程碑为当前前所未有的行业增长划

上了一个惊叹号。”

按地区划分的晶圆厂设备支出。预计中国台湾地区将在

2022 年引领晶圆厂设备支出，投资同比增长 52%，达到 340

亿美元。其次是韩国，达到 255 亿美元，增长 7%。中国为

170 亿美元，比去年的峰值下降 14%。预计欧洲 / 中东地区

今年的支出将达到创纪录的 93 亿美元，虽然相对其他地区

的支出而言规模较小，但其投资将有 176% 的年环比惊人增

长。预计 2023 年，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的投资也

将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美洲 2023 年晶圆厂设备支出

将达到 93 亿美元，继 2022 年同比增长 19% 后，同比增长

13%，该地区在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中保持第四位。半导体

行业产能持续提高。SEMI《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World 

Fab Forecast）显示，继 2021 年增长了 7% 之后，今年全球

晶圆厂产能将增长 8%。预计 2023 年产能将继续增长 6%。

晶圆厂设备上一次出现 8% 的年同比增长率是在 2010 年，

当时每月产能为 1600 万片晶圆（8 英寸等效），大约是 2023

年预计每月 2900 万片晶圆（8 英寸等效）的一半。2022 年，

超过 85% 的设备支出将来自 158 家工厂和生产线的产能增

长，随着已知的 129 家 Fab 厂和产线的产能增加，预计明年

这一比例将降至 83%。

正如预期的那样，foundry 部分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

占设备支出的 53% 左右，其次是 memory，2022 年为 33%，

2023 年为 34%。这两块的产能增幅最大。此次 SEMI 发布

的最新《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World Fab Forecast）列出

了全球 1400 多家工厂和产线。

瀚天天成碳化硅产业园二期项目竣工
近日，瀚天天成碳化硅产业园二期项目顺利竣工。该项

目主要建设 6 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

年产能达 20 万片，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厦门市碳化硅产业的

创新引领地位。瀚天天成于 2011 年在厦门火炬高新区设立

公司，是我国第一大碳化硅半导体纯外延晶片生产商，也是

国内首家提供商业化 6 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的生产商。瀚天

天成碳化硅产业园一期项目于 2019 年年底投产，二期项目

于 2020 年开工，今年 3 月 31 日通过竣工验收。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一种，碳化硅适合制造耐高

温、耐高压、耐大电流的高频大功率器件，是我国“十四五”

期间重点攻关的半导体材料。在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和

5G 通信中，碳化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一台终端机，

运用碳化硅基功率器件后，将更加高效、节能。碳化硅外

延片是碳化硅产业链条的核心环节。瀚天天成的产品主要

供应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终端客户包括特斯拉、蔚

来等头部新能源汽车品牌。瀚天天成碳化硅产业园项目已

安装 28 条产线，预计年底增加至 50 条产线。2022 年预计

销售 11 万片左右 6 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产品，实现产值约

11 亿元。2023 年全部达产后，可实现产值约 24 亿元。项

目将极大地促进上游的碳化硅衬底生长加工企业和下游的

碳化硅器件制造企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完整的碳化硅产业

链，推动千亿元碳化硅产业的快速发展。瀚天天成碳化硅

产业园三期项目将于今年年内启动建设，三期项目产能规

模将达 140 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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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半导体制造商罗姆集团旗下的 SiCrystal 

GmbH（以下简称“SiCrystal”）迎来了成立 25 周年纪念日。

SiCrystal 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纽伦堡的 SiC（碳化硅）晶圆

制造商，通过 25 年的发展，目前已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全世

界，并拥有 200 多名员工。虽然公司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其

关键技术现已作为 SiC 功率半导体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电

动汽车中，该公司已经成为 SiC 晶圆市场的先进企业之一。

SiCrystal 的 CEO Robert Eckstein 回顾了公司成立以来的发

展历程，他表示“公司在这 25 年里得到长足发展，是值得

华润微电子于 5 月 20 日收购第三代半导体厂商大连芯

冠科技有限公司 34.5625% 股份，同时后者更名为润新微电

子（大连）有限公司，法人变更为华润微电子执行董事、总

裁李虹。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芯冠此前最大的股东，

持股比例从 44.6444% 降至 31.3045%。康佳集团子公司康芯

威半导体曾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入股芯冠，此次股权变更所

持 19.8397% 股份已全部退出，更早前的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康佳发布公告称，拟与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在南昌经开区管

委会辖区内共同建设半导体产业园。整个项目建设期为 10

年，分两期建设，力争建设期内总投入达到 300 亿元，其中

一期项目总投入力争达到 75 亿元，不低于 50 亿元，这些投

资主要由半导体产业园的入园企业投资。资料显示，芯冠科

技成立于 2016 年，主要从事第三代半导体硅基氮化镓外延

材料及电力电子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

于电源管理、太阳能逆变器、电动汽车及工业马达驱动等领

域。据介绍，该公司已建成首条 6 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及功

率器件晶圆生产线，2019 年 3 月，芯冠科技在国内率先推

出符合产业化标准的 650 伏硅基氮化镓功率器件产品（通过

罗姆集团旗下的 SiCrystal 成立 25 周年

华润微入局 GaN ！收购第三代半导体厂商股份

纪念且可喜可贺的。”公司于 1997 年 4 月开始生产 SiC 晶

圆。晶圆是现代电子元器件的基础，看起来像“无孔 CD”。

而 SiC 是一种硬度可与金刚石匹敌、而且耐热性非常优异

的材料。如果没有这种厚度不到 1 毫米的圆盘，也许就不

能实现电动出行和数字社会。基于 1990 年代初期在埃尔朗

根 - 纽伦堡大学进行的研究，于 1997 年成立了 SiCrystal AG

（现 SiCrystal GmbH）。最初的 SiC 晶圆开发和供样是在上

普法尔茨行政区的 Eschenfelden 进行的。在 2000 年代初期，

公司迁至埃尔朗根市，2009 年加入日本电子元器件制造商

罗姆集团，这也是 SiCrystal 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姆将

SiCrystal 作为全资子公司迁至纽伦堡，以确保进一步整合开

发和生产体系所需的空间。正因为这一重要决定的推动作用，

使 SiCrystal 得以像今天一样大规模生产出电力电子领域用

的晶圆。前景广阔的 SiC 产品。经过 25 年的发展，SiC 已

成为被全世界所需要的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可期。专

家预计，未来对 SiC 晶圆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为满足这一

需求，SiCrystal 将继续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并与广大员工

共同努力扩大生产规模。

1000 小时 HTRB 可靠性测试）。公司计划 2020 年开始持续

投入超过 10 亿元，建设可年产 8 万片 6 寸硅基氮化镓外延

片及 1 亿颗硅基氮化镓功率器件规模化生产线，产值约 12

亿元，净利润约 3 亿元。预计项目建成后人才团队规模可达

超过 300 人，通过持续自主培养及外部引进，形成初步人才

聚集效应。创造就业岗位 1000 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0

余个，带动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企业 10 余家。芯冠科技在

5 年内有望成为市值超 200 亿元的行业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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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制备优异的氧化镓功率器件？这需要结合优异的外延反应器设计、理想的前驱体和掺杂剂、

形成异质结构的相关材料以及良好的介质和电接触材料。

优化氧化镓的生长

作者：来自 AGNITRON 公司的 Fikadu Alema、Aaron Fine 和 Andrei osinsky，犹他大学的 Arkka Bhattacharyya 和加州大学的 Sriram Krishnamoorthy

上述双模块系统，具有真空传输的功能，极大地扩展了可以在不破坏真空的情况下生长材料的数量。

电力是我们所有能源中最重要的，其全球消

耗量在未来几十年肯定会上升。因此，为

了拯救地球，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尽可能高

效地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已经在努力减少电力传输和从一种形式

转换到另一种形式（例如从交流电到直流电）相

关的损失。此外，氮化镓和碳化硅宽带隙器件的

广泛采用也节约了能源。这无疑是朝着正确的方

向迈出的一步，但用超宽带隙材料β-Ga2 O3 制造

电力电子器件，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结果。与那两

个中量级的材料相比，它具有更高的临界电场，而

且在系统层面上，有望进一步改善尺寸、重量和功

率。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熔体中生长出大尺寸单晶，

从而能够在低成本大尺寸同质衬底上制造器件 --

这一点对于氮化镓和碳化硅来说是困难的。

每个 Ga2O3 功率器件开发者面临的一个重大

决定是采用哪种外延工艺。β-Ga2O3 的薄膜已经

可以通过 MBE、HVPE 和 MOCVD 生产，但有些

强有力的论据表明，MOCVD 是这种氧化物的最

佳生长技术。例如，通过 MOCVD 生长的 Ga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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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高的低温迁移率 -- 它比通过 MBE 生长的

样品高 8 倍，比通过 HVPE 生长的材料高 4 倍（参

见图 1）。值得注意的是，通过 MOCVD 外延的

β-Ga2O3 薄膜的品质高于已经研究和完善了数十

年的 4H-SiC 和 GaN 材料的最优值。

MOCVD 外延的其他特征是，它能够以

0.1μm/hr 到高达 10μm/hr 的生长速度生产出高质

量、均匀且掺杂水平可控的外延薄膜。控制生长

速度和掺杂水平使 MOCVD 适用于生产横向和垂

直器件，这两种几何架构都是功率器件开发人员

感兴趣的。

尽管 Ga2O3 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热衷于开

发和完善 Ga2O3 功率器件的公司或大学团体没有

必要建造自己的外延反应腔。有可用的商业设

备，包括我们明尼苏达州 Chanhassen 的 Agnitron 

Technology 公司所提供的工具。自 2016 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积极开发 MOCVD 反应腔，为研发和

商业应用生长高品质的 Ga2O3 及其相关合金。在

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造并销售

了十多台适合生长 Ga2O3 的 MOCVD 系统。

正如在 Agnitron 的内部研发实验室以及我

们的一些客户所证实的那样，我们的反应腔已

经产生了破纪录的结果。早在 2019 年，我们

在 Agnitron 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UCSB) 的 

James Speck 团队合作，公布了使用 Agilis 100 反

应腔生长的非故意掺杂的 β-Ga2O3 薄膜，实现了

创纪录的室温电子迁移率 ~176 cm2V-1s-1。

此后，在内部和我们客户的显著改进的推

动下，报告了更高的迁移率。室温电子迁移率从

140 cm2V-1s-1 到接近 200 cm2V-1s-1，这是 Ga2O3 的

理论极限，其中包括 Agnitron 公司、犹他大学的

Krishnamoorthy 团队（现在 UCSB）和俄亥俄州

立大学（OSU）的 Zhao 的团队都在使用 Agnitron

的 Agilis 100 反应器（参见表 1，概述了在室温和

低温条件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迁移率结果）。

我们在 Agnitron 的团队与很多世界级的研究

人员之间密切合作，支持了我们的生长反应腔和

工艺的开发。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我们积累了大

量与氧化镓生长相关的专业知识。现在我们将这

些分享出来，并提供我们的见解，包括对镓和氧

源的选择、如何最好地掺入这种材料、如何形成

超晶格、以及如何制备电介质和电接触材料。讲

完这些之后，我们将在最后详细介绍 Agnitron 的

MOCVD 产品组合的特定设计的优点。

哪种镓前体？

外延 β-Ga2O3 薄膜有两种形式的镓前体可供

选择：更常见的三甲基镓（TMGa）和变体三乙

基镓（TEGa）。TMGa 在许多方面都占优势。由

于这种前驱体广泛用于生长各种基于氮化镓和基

于砷化镓的商业器件，所以它的可用性更高；它

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也能实现快速生长。

使用密闭式喷头反应腔，我们实现了大约 10 

µm/hr 的生长速度。如此高的生长速度缩短了形

成几十微米厚的薄膜结构所需的时间，而这些薄

膜结构是阻挡超过 10 千伏的电压所需要的。

与 TEGa 相比，TMGa 的生长速度更快，部

分原因是蒸汽压力较高，可以将更高浓度的镓引

入生长腔室中。此外，TMGa 的反应动力学更快。

在热解过程中，TMGa 通过两步机制分解，而

TEGa 则需要三步。缩短反应路径可以使 TMGa

更快地与氧化气体反应，从而确保更高的生长速

度。TMGa的移动性也更好。根据我们的内部研究，

使用 TMGa 前驱体外延的 β-Ga2O3 在 46K 时的

Agnitron Agilis 100是一种单片机台。使用感应加热，晶圆载体的温度可以达到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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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迁移率约为 18,000 cm2V-1s-1，在 32K 时上

升到 23,400 cm2V-1s-1，而使用 TEGa 外延的薄

膜在 46K 时的迁移率为 11,700 cm2V-1s-1。这使我

们得出结论，与 TEGa 相比，TMGa 可以外延更

高品质的薄膜。

TMGa 存在与碳结合有关的问题。碳在

Ga2O3 中的表现有待商榷，但据预测，它将作为

一种深施主态，一些研究也表明，它以带正电的

浅施主形式存在。考虑到碳存在于前驱体中，防

止碳融入到 Ga2O3 并不容易。然而，对于 TMGa

来说，由于在热解过程中形成了高活性的甲基自

由基，碳的掺入量可能很大。相比之下，TEGa

的分解会产生稳定的乙烯基，乙烯基离开了反应

腔室，从而降低了碳的掺入。

TMGa 生长的 Ga2O3 薄膜中碳的掺入程度

取决于生长条件。虽然在缺氧环境中可能会发

生大量的掺入，但优化的条件能够减轻碳污

染并产生高纯度的薄膜。而对于非故意掺杂的

Ga2O3 来说，用 TMGa 生长的硅杂质浓度比用

TEGa 生长的低 10 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者

的薄膜纯度会更好。

一氧化二氮还是氧气？

当生长 Ga2O3 薄膜时，氧源的一种选择是一氧

化二氮（N2O）。这种气体也可以提供氮掺杂剂，随

着衬底温度的变化，使氮浓度从大约 2×1019cm-3

到用二次离子质谱法检测不到的水平。当氮加入

到 Ga2O3 中时，它充当深受主，产生半绝缘材料。

与用氧源生长的薄膜相比，自由载流子的浓度

要低得多，这是制造高压垂直功率器件的有利

条件。

如果薄膜的纯度是最重要的，那么最好是使

用纯氧。在 100K 的测量表明，使用纯氧源比使

用 N2O 生长的薄膜的电子迁移率大约高 6 倍。

表I. 使用各种Agnitron MOCVD系统生长的β-Ga2O3 同质外延薄膜的室温（RT）和低温（LT）霍尔电子迁移率数据。TEGa/TMGa和纯氧/一氧化二氮（N2O）分别被用

作镓和氧源。此外，还提供了显示材料品质的RT自由载流子浓度(nRT )和受主浓度(NA )。该表汇总了Agnitron Technology公司和其客户报告的数据。

图1. (a) 通过MBE、HVPE和MOCVD生长的薄膜的最佳低温(LT)迁移率的比较。MOCVD薄膜是使用Agnitron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系统（MOCVD/OSU）和Agnitron技术

（MOCVD/Agni）生长的。MOCVD薄膜是使用TEGa或TMGa源生长的。(b) TEGa/TMGa生长的β-Ga2O3薄膜的LT迁移率与4H-SiC和GaN的最新LT迁移率的比较。应该

注意的是，MBE的高迁移率结果是在二维电子气(2DEG)β-(AlxGa1-x )2O3/Ga2O3异质结构中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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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 MOCVD 二次外延欧姆接触。这些晶体管

具有更好的导通性能，导通电流为 130 mA/mm，

开关比超过 1010。硅掺杂的 β-Ga2O3 二次外延

层具有卓越的性能，具有创纪录的 73Ω/sq 的低

方块电阻，金属 /β-Ga2O3 结的接触电阻低至

8.3×10-7Ω cm2。与我们在 Agnitron 的人合作时，

已经实现了更低的接触电阻，仅为 1×10-7 Ω cm 2，这

图2.  通过A g i l i s  700 M O C V D反应腔在2英寸(010)β-G a2O3 S y n o p t i c s衬底上生长的

β-(Al0.21Ga0.79)2O3/Ga2O3的X射线衍射ω-2θ扫描图。β-(Al0.21Ga0.79)2O3 / Ga2O3 层的厚度为70 nm
（XRD测量由James Speck团队的Takeki Itoh在UCSB完成）。

图3. 使用A g i l i s 700 M O C V D反应器在2英寸（010）β-G a2O3 S y n o p t i c s衬底上生长的

β-(Al0.21Ga0.79)2O3/Ga2O3超晶格（SL）的X射线衍射（XRD）ω-2θ扫描图。SL有八个周期，

β-(Al0.21Ga0.79)2O3 垒和Ga2O3阱的厚度分别为5 nm和10 nm。在XRD扫描中观察到的Pendellösung
条纹表明，使用商业MOCVD反应腔可以生长出连贯而平滑的SL（XRD测量由James Speck团队

的Takeki Itoh在UCSB完成）。

形成异质结构

在形成高质量异质结构方面，Ga2O3 最明显

的伙伴是 (AlGa)2O3。使用单片和多片 MOCVD

反应腔，我们已经开发了生长高质量的 (AlGa)2O3

合金的工艺。我们使用 Agilis 700 MOCVD 反应

腔生产了高质量的应变单层 β-(Al0.21Ga0.79 )2O3 / 

Ga2O3 异质结构（参见图 2 的 X 射线衍射图），以

及具有突变界面的超晶格（参见图 3）。这些成功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 (AlGa)2O3/Ga2O3 异质

结构是各种器件结构的关键结构，包括 HEMT 和

调制掺杂 FET（MODFET）。

(AlGa)2O3 薄膜中实现的最大铝含量取决于衬

底的取向。在 (010) 取向的 β-Ga2O3 上实现超过

25% 的铝含量是具有挑战性的，而这在没有（-201）

和（100）取向相分离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实现。

OSU 的 Zhao 的团队报道，使用我们的一个反应

腔在 (100)β-Ga2O3 衬底上的铝含量高达 52% 的

纯 β-(AlGa)2O3 合金，而 Krishnamoorthy 团队已

经使用 (AlGa)2O3 层实现了 MODFET 结构。请注

意，使用其他相，如 α-(AlGa)2O3，可以生长出

铝含量从 0% 到 100% 的纯合金。

提供掺杂物

由于气体或金属有机前驱体形式的可用性，

硅、锗和锡都可以用于掺杂 Ga2O3。 然而，硅更

受欢迎，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掺入和激活——而且

与锗和锡不同，它在反应腔中没有记忆效应。

使用 TEGa 和 TMGa，我们的研究表明，使

用硅作为掺杂剂时，n 型电导率范围可以从

2×1014 cm-3 到 3.4×1020 cm-3，而用锗作为掺杂剂，

这个范围是 2×1016 cm-3 到 2.6×1020 cm-3（参见

图 4）。除了更有限的掺杂范围外，锗在薄膜中的

稳定性也受到强烈的温度依赖性的阻碍。当需要

深受主掺杂时，可以选择镁、铁和氮。

甚至在较低的衬底温度下，例如 600℃，也

可以进行掺杂。Agnitron 公司的工作已经证明了

硅的掺杂度超过 3×1020 cm-3，同时创下了超过

2500 S/cm 的电导率。使用低温可确保较低的热

预算，并允许掩膜接触二次外延工艺和原位电介

质沉积。两者都在器件制造过程中使用过。

欧姆接触和介质层

Krishnamoorthy 的团队利用低温外延技术，在

制造完全由 MOCVD 形成的β-Ga2O3 MESFE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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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使用TEGa和TMGa前驱体通过MOCVD生长的硅（a）或锗（b）掺杂的β-Ga2O3外延薄膜的电子迁移率与自由载流子浓度的关系。

对于需要低寄生电阻的高频器件来说是非常令人

鼓舞的。

直到最近，Ga2O3 器件的一个弱点是它无法

将高的横向品质因数与千伏击穿电压结合起来。

Krishnamoorthy 的团队与我们在 Agnitron 合

作，用 Agnitron 生长的结构制造器件，克服了这

一挑战，报告了横向 Ga2 O3  MESFET 的破纪录

结果，该器件采用了新颖的场板设计，并采用了

Agnitron 开发的改进的接触二次外延工艺生产。对

栅漏间距为 10 μm 的器件进行的测量显示，其横

向品质因数达到创纪录的 355 MW cm-2，击穿电压

约为 2.5 kV，击穿时的平均电场约为 2.5 MV/cm 。

最近，该研究小组发现，由 Agnitron 外延

结构制成的器件具有超过 100 MW cm-2 的横向品

质因数（该结果由纽约新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 

Uttam Singisetti 小组测量），击穿电压超过 4 kV，

创下新高。这些结果展示了这些器件在中低电压

电力系统中的巨大潜力，这些系统部署在电源、

电动自动化和车辆、电力传输和电网集成应用中。

氧 化 物 MOCVD 系 统 的 巨 大 优 势 之 一

是，在不破坏真空的情况下，可以在有源层生

长后使用它来沉积提供栅极氧化物的电介质。

Krishnamoorthy 的团队采用了这种方法，在原位

工艺中进行整个制备过程 -- 这消除了表面处理的

需要，并将外延生长和电介质沉积之间的污染干

扰降至最低。

测量显示，通过原位生长产生的 Al2O3/Ga2O3

界面态密度大约为 6.4×1011cm-2，击穿场高达

5.8 MV/cm，这一数字与通过原子层沉积生长的

Al2O3 电介质相当。这些结果为基于 β-Ga2O3 的

高性能 MOSFETs 的未来带来了很大希望。

Agilis MOCVD 系统

由于 Ga2O3 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 能

够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生长电子级外延薄膜，高

度可控的生长速率和掺杂水平，以及合金单晶和

原位电介质的生长 -- 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

内，器件的研究、开发和原型器件生产将有所增

加。为了支持这些努力，我们提供了四个系列的

MOCVD 反应系统，专门用于 β-Ga2O3 的生长：

Agilis 100、500 和 700 ；以及 GOX300 系列。

其中，Agilis 100 是一个单片机台，可容纳一

个直径达 3 英寸的衬底；500 和 700 分别可容纳 5

个和 7 个 2 英寸的晶圆；而 GOX300 可满足多达

5 个直径为 4 英寸的晶圆。

多片Agilis GOX300的晶圆装载能力为5片4英寸晶圆。这种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工具能够提供

可重复稳定的生长过程，并确保外延片具有出色的沉积均匀性和最小的颗粒数。晶圆载盘可以

在任何给定时间加载到系统中，以实现涉及多达四个晶圆载盘的高效、稳定的自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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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系统都配有我们创纪录的工艺配方，以

及未来几十年低成本的设备支持和维护。每个机

型都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预算和设施限制进行量

身定制。

Agilis 100 是一款理想的研究工具，最近进行

了更新，以适应更大的晶圆和更快的转速，最高

可达 1,500 rpm。它可以配置我们全新的近距离喷

射喷头气体分配系统，也可以使用远程喷射喷头。

使用感应加热，晶圆载盘的温度可以达到 1,700℃。

多片 Agilis 500 和 700 与 100 具有相同的紧

凑尺寸，也能够以高达 1,500 rpm 的速度旋转晶圆。

两者都使用密闭式喷头，以尽量减少前驱体的气

相反应。采用电阻加热，可根据发射率补偿高温

计或热电偶的测量结果，选择具有有效温度的多

区加热器。均匀性很好（参见图 5），外延薄膜的

均方根表面粗糙度在 0.5-0.8 nm 之间，这在横向

沟道器件结构所需的范围内。

如果追求多功能性能，我们推荐双模块系

统，由两个独立的 Agilis 系统通过真空传输机制

组合而成。除了生长 β-Ga2O3，这些垂直反应腔

几何系统还可以沉积其他材料，包括 III- 氮化物、

SiC、MgZnO、磷光体、2D BN 以及过渡金属二

卤化物家族，如 MoS2、MoSe2、WS2 和 WSe。如

此广泛的材料很容易实现，这要归功于有机会安

装多达 12 个金属有机物源，可以在几分钟内切换。

大规模生产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Agnitron 公

司已经开始提供多片 Agilis 反应腔。多片 Agilis 

GOX300 是该系列的最新产品，其晶片具有 5 个

4 英寸晶片的装载能力，也能提供重复稳定的生

长过程，并确保外延片具有优良的沉积均匀性和

最小的颗粒数。

有了这个系统，晶圆载盘可以在任何给定的

时间加载到系统中，以实现涉及多达四个晶圆载

盘的高效、稳定的活动操作。传送装置配有一个

工业标准的自动机械臂，在高真空传送室中操作。

停留站用于装载和卸载晶圆载盘。

Agilis GOX300 采用我们专有的、高度开发

的旋转盘（RDR）垂直生长室。在这个腔室中，

流动动力学抑制了再循环，使晶圆载盘上方和周

围的敏感区域保持干净且没有沉积。RDR 被证明

是成功的，已经在我们的 A300 系列中实施，该

系列是为生长砷化物和磷化物而设计的。

由于我们推出了 Agilis GOX300，我们加强

了开发和生产氧化镓器件的工具套件。在我们的

反应腔和专业知识的支持下，这种先进的氧化物

可以在氮化镓和碳化硅的基础上，将电力电子技

术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将电力系统的损耗降低到

前所未有的水平。

图5. 薄膜厚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测量突出了Ga2 O3外延层的均匀性和光滑表面。均匀性为 3% (1σ)，RMS 粗糙度为 0.8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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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氧化物限制孔径的VCSEL 阵列可以将数据传输率提高到

400Gbit/s 或更高，并创建出单一、强大的相干光源

新型VCSEL加速光网络

缩小的硅晶体管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好的

方面看，缩小的尺寸可以使更多的晶体管

封装到集成电路中，而不会增加成本，从而提高

计算能力。然而，成功可能取决于引入新的器件

架构，以防止漏电电流失控，以及更快的电气互

连 -- 大约每两年，它们的速度就需要翻一番。

如今，100 Gbit/s 的车载信号正处于标准化

的最后阶段，而 200 Gbit/s 接口的标准化已经由

IEEE 802.3df 200Gbit/s、400Gbit/s、800Gbit/s 和

1.6Tbit/s 以太网工作组启动。请注意，实现数据

传输率的任何提高都不是小事，其影响包括功耗

和电气互连串扰的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历

史上铜链路的长度每十年就会缩减约四倍。

作者：Nikoloay Ledentsov 来自 VI SYSTEMS

另一种解决数据传输问题的方法是从电气领

域转移到光学领域。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在顺利进

行中，光互连在数据通信系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如数据中心、企业网络和超级计算机。

对于 100 米或更短的距离，VCSEL 现在是首选光

源，部署在多模式光纤链路中，可将成本和能耗

降至最低。

纵观 VCSEL 的历史，通常的操作方法是直接

调制。在这种方式的驱动下，数据速率的增加要

求增加固有的调制带宽，其特征是谐振振荡频率。

由于谐振振荡频率随着电流密度的平方根而增加，

假设 VCSEL 的设计和增益介质相同，电流密度需

要提高四倍才能使谐振振荡频率翻倍。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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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采用这种增加电流密度的方法，就会缩短器件

的使用寿命，并引入热翻转效应。因此，从多模

式光纤链路的第一个光源 LED 开始，带宽的每一

个里程碑都因为引入一种新型发光器件的设计。

加速 VCSEL 的发展

十多年前，我们的团队成员发表了一项专

利，详细介绍了使用反波导 VCSEL 架构来提高

这种激光器的调制速率。由于这一修改，信号

速率能够从  10 Gbaud（在开 - 关编码的情况

下是 10 Gbits/s）上升到 50 Gbaud，在 4 级脉冲

幅度调制中需要 100 Gbit/s。我们的反波导设计抑

制了光在横向的传播，同时增强了 VCSEL 转换

的振荡器强度。

当我们引入这种架构时，我们可以在合适可

靠的 VCSEL 操作的电流密度下实现 30 GHz 的典

型带宽。使用这种设计，我们为 100 Gbit/s 链路

奠定了基础，它现在是下一代光互连的基础。事

实表明，通过转换为离散的多音调制格式，这种 

VCSEL 甚至可以提供每通道 224 Gbit/s 的数据传

输速率。

就其本身而言，数据速率的大幅提高带来的

好处有限。要真正有用，它必须维护传输多模光

纤上的距离，同时增加 VCSEL 的平均功率，这

样每个脉冲的功率才不会降低。通过确保后者，

光源将匹配带宽缩放接收器电路的灵敏度。

标准多模 VCSEL 的关键特性之一是其相对

较大的光谱宽度，通常约为 0.6 nm。这个高值会

导致玻璃中的色散对脉冲宽度产生重大影响，从

而限制了多模光纤上的传输距离。在数据速率为

100 Gbit/s 时，一旦光纤链路达到或者超过 100 m，

这种脉冲展宽尤其是一个问题。要在这个距离上

传输更高的数据速率，或者将这些光纤链路延长

到一公里或更长，需要将 VCSEL 的光谱宽度缩

小到 0.1 nm 或更小。我们在多模光纤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功，使用的是带有小氧化物限制孔径的单

模 VCSEL。我们的成功包括使用 PAM4 调制格式，

在 1 km 范围内实现 100 Gbit/s 的数据传输，以及

在长达 2.2 km 的距离内实现 50 Gbit/s 的无回波传

输。然而，对于小孔径，在所需的工作温度范围

内产生超过 2 mW 的输出功率是一个挑战，在足

够长的工作寿命下，工作温度可延伸到 85℃。

去年年底，我们发现，现代 VCSEL 的局限

性可以通过从单光源改到具有小的氧化物限制电

流孔径的紧凑型微型阵列来克服。这种器件的优

点包括窄光谱宽度、高输出功率、低电阻和良好

的可靠性（参见图 1）。有了这些特性，该光源可

以通过在小孔径间距尺寸下，应用光学模式的相

干相互作用来提供显著的带宽缩放。

使用二维微型孔径阵列的相干发射，在多模

光纤上传输数据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 20 世

纪 90 年代末，我们的团队成员之一 JörgReinhardt 

Kropp 在英飞凌工作期间就申请了这项技术的专

利（美国专利 6785476）。

几年后，由于氧化物限制 VCSEL 的普及，

Xerox 公司的一个团队开发了一种方法，通过

VCSEL 晶圆上的刻蚀孔来选择性氧化富含 AlAs

的孔径层，实现制备氧化限制孔径的微型和宏观

阵列。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re）的研究人员应用同样的技术，通过局部

非氧化区域耦合的氧化物限制孔径，也可以用于

制造相干耦合阵列。

 最近，我们报道了另一种制造相干 VCSEL

阵列的方法。我们的技术涉及到相邻的氧化物

限制孔之间的光学耦合，通过外延设计（US 

10,243,330）或通过表面捕获的光学模式（US 

10,666,017）实现的平面内漏发射。

这项最新技术的演示包括由四个单模 VCSEL

孔径组成的微型阵列的远场模式（a）和激光光

谱（b）。在 10 mA 的驱动下，对应的电流密度为

24kA cm-2，输出功率为 4 mW。该器件产生一个

窄远场，半峰宽仅为 12°，其光谱显示出准单模

特性，边模抑制比约为 20 dB。

图1. 具有4个氧化物限

制孔的单模V C S E L微

型阵列的三维图像。

横向的芯片尺寸约为

200µm×20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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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阵列的高亮度，我们在标准 OM3 光

纤中获得了 80% 的耦合效率。单模孔径的微型阵

列和具有较大孔径的多模孔径微型阵列实现了这

种效率。使用不归零的眼图，突出了使用我们的

VCSEL 微型阵列在 50 Gbaud 的高质量数据传输，

并有 3 抽头前馈均衡（参见图 3）。这个器件的固

有光调制带宽被定义为 30GHz。

创建相干光源

当孔径间距尺寸小到约 12 µm 时，这会导致

阵列孔径之间的强光泄漏引起的相互作用，并导

致所有孔径的相干激光。以这种方式操作会创建

一个上层结构，表现出与 2D 相干发射器阵列的

基本模式相关的特征（参见图 4，它显示了单个

相干光学状态下的微型阵列的远场图像）。

通过开发不受外部谐振器和注入锁定的氧化

物限制孔径的相干阵列，并且能够在多模光纤上

进行长距离的高速数据传输，我们已经为 VCSEL

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这些属性的器件

能够有力地提高激光束的亮度，通过应用传统透

镜形成贝塞尔光束，或通过衍射透镜允许任意的

光束整形来完成。必要时可以实现单模光纤耦合。

通过额外的孔径形状工程和增加孔径之间的

光模式的相互作用，可以显著扩展光源的带宽。

当阵列的相干模式和由此产生的光子 - 光子共振

之间的波长分割达到约 0.1 nm 时，增强的调制带

宽接近 70 GHz。我们需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以可

预测、可控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请注意，在去年的光纤会议上，来自日本的

一个团队使用分布式布拉格反射器和膜结构的分

布式反馈激光器，演示了 110 GHz 以上的光调制

带宽和 256Gbit/s 的 PAM4 数据传输率。这个器件

具有工程耦合腔和光子共振。利用光子 - 光子共

振的一大优点是，它可以在低电流密度下实现高

调制带宽，从而确保器件的长使用寿命。

毫无疑问，基于氧化物限制孔径的紧凑微型

图2. (a )远场图案和 (b)
带有4倍孔径微型阵列

的VCSEL在10mA驱动

电流下的光谱，相当于

24kA cm-2的电流密度。

图3. 50Gbit/s时×4微型

阵列的不归零眼图。应

用了3抽头前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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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的 VCSEL 技术在提供超过 100 Gbit/s 的数

据速率和提高性能以及为下一代光链路提供光源

方面具有很大的前景，最初以每通道 200Gbit/s，

然后是 400Gbit/s，甚至更高速度运行。在高亮

度激光雷达和光学无线领域存在相干氧化物限制

VCSEL 阵列的其他机会，它们将更高的亮度与实

际的光束控制相结合。虽然一个 VCSEL 可以完

成这么多，但它们的阵列可以做得更多。

图 4. 在 10 mA 的相干单

模激光状态下，间距为 
12 µm 的 ×4 孔径微型

阵列的远场图案。 远场

光谱中上部结构的峰间

分离为 5°。

   本专题由以下人员共同撰写：N. N. Ledentsov、O. 

Yu. Makarov, N. Ledentsov Jr., M. Bou Sanayeh, L. 

Chrochos, V.A. Shchukin, V.P. Kalosha, I.E. Titkov, 

G. Schaefer 和 J.-R. Kropp（VI-System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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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紫外日盲通信具有抗干扰能力好、保密性强、非视距传播的特点，被广泛应用

在军事、抢险救灾等领域。AlGaN 基深紫外 Micro-LED 具有小型化、高效

率、易集成、高调制带宽等诸多独特优势，是实现日盲通信的理想选择。然而，

目前的深紫外 Micro-LED 存在亮度和光电转换效率低的问题，不足以满足长

距离通信的需求。本工作系统研究了降低芯片台面尺寸对光提取效率和电流扩

展均匀性的改善作用，成功解决了传统大尺寸 LED 电流拥挤和器件内部的光

吸收损耗问题，基于此研究结果，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互联阵列平面 Micro-

LED（Paralleled-arrayed planar Micro-LED, PAP-μLED）的器件制备策

略，成功实现了兼具高亮度、高电光转换效率和高调制带宽的深紫外互联阵列

Micro-LED，在成功实现高速日盲通信应用的同时为高功率杀菌消毒提供了

可能。该结果为目前国际上报道的亮度、效率最高的深紫外 Micro-LED 阵列，

将推动 AlGaN 基深紫外 Micro-LED 在通讯、杀菌等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产

业化推广。

关键词 ：三族氮化物半导体，深紫外 Micro-LED，日盲通信

高亮度、高调制带宽的
深紫外Micro-LED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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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发光波长为 200-280 nm 的氮化物深紫外

LED 是一种坚固耐用、易于集成、环境友好、具

有长工作寿命的优质紫外光源，在杀菌消毒、空

气 / 水净化、紫外日盲通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

用前景，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随着联合国《关

于汞的水俣公约》颁布，亟需发展氮化物深紫外

LED 以全面替代汞灯，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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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器件结构示意图；（b）PAP器件像素分布示意图；（c）光输出功率随台面直径的变化规律；（d）PAP-010、PAP-0202、PAP-0404和PAP-0808光输出功率空

间分布。

由于 AlGaN 材料独特的价带结构，其出光以横

磁偏振（Transverse-magnetic, TM）模式为主，比

纵向出光（Transverse-electric, TE）模式的提取难

度高出很多，而外延结构对紫外光的吸收损耗和

半导体 / 空气界面的全反射又进一步加大了光提

取难度。此外，高铝组分引入的高电阻，会导致

AlGaN 基深紫外 LED 面临电流拥挤问题，使得

最终的电光转换效率（Wall-plug efficiency, WPE）

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因此，目前氮化物深紫外

LED 的发展面临着“如何同时提高光输出功率和

电光转换效率”这一难题。实现亮度和效率瓶颈

的突破，让“高亮度、高效率的深紫外 LED 走出

实验室并投入大规模应用”，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孜

孜以求的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本工作将微米化制备技术引

入到深紫外 LED 的制备中，发现降低台面尺寸能

够有效改善电流拥挤现象，从而实现光输出功率

密度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互联阵列

平面 Micro-LED（Paralleled-arrayed planar Micro-

LED, PAP-μLED）器件制备策略，实现了高性能

深紫外 PAP μLED 的器件制备，获得了高达 83.5 

mW 的光输出功率和高达 4.7% 的电光转换效率。

进一步地，我们将该 PAP μLED 器件应用在日盲

无线通信中，获得了高达 380 MHz 的 -3 dB 调制

带宽和近 1 Gbps 的通信速率，为杀菌 - 通信多功

能集成的高性能深紫外光源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实验部分

本工作采用蒙特卡洛 - 光线追击算法对

Micro-LED 芯片的出光行为进行模拟分析，利用

有限元算法计算了芯片电流密度及分布情况。随

后，使用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在图形化蓝

宝石衬底上制备了 2 英寸深紫外 LED 外延，其

结构为蓝宝石上的 AlN 缓冲层、3μm 厚的 AlN

薄膜、1.5μm 厚的 n 型 Al0.64Ga0.36N、五个周期的

Al0.5Ga0.5N/Al0.42Ga0.58N 多量子阱结构、10 nm 厚的

AlGaN 电子阻挡层、40 nm 厚的 p 型 AlGaN 和 10 

nm 厚的 p 型 GaN，并利用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STEM）

获取了外延结构的高角环形暗场像（High-angle 

annular dark-filed, HAADF）。接着，利用微纳加工

工艺制备了 Micro-LED 芯片，包括图形工艺、刻

蚀工艺、金属 / 介质薄膜沉积工艺、高温退火工

艺、研磨减薄工艺、划劈工艺、以及倒装封装工艺。

为评估所制备Micro-LED的光电性能和通信性能，

我们利用了 LED 光电性能综合分析系统，进行了

光输出功率 - 电流（L-I）特性测试，利用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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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质量分析仪、信号发生器、光电探测器等

进行通信带宽和速率测试，利用直流电源和探针

台进行了电致发光谱（Electroluminescence，EL）

的采集。

结果与讨论

本工作设计的 PAP Micro-LED 器件结构如图

1（a）所示，通过放置环绕发光有源区台面（Mesa）

的铝反射镜，能够有效提取台面侧壁、顶部发射

的光子。为了系统研究尺寸降低对光提取效率的

影响，我们设计了四种互联阵列 PAP Micro-LED，

它们具有相同的发光总面积，不同的是台面直

径和台面个数，根据尺寸分别命名为 PAP-0101、

PAP-0202、PAP-0404 和 PAP-0808，对应台面直

径分别为 25 μm、50 μm、100 μm 和 200 μm，对

应互联台面个数分别为 256、64、16 和 4。接

着，我们利用蒙特卡洛 - 光线追击方法对具有不

同台面直径和互联个数的互联阵列 Micro-LED 的

光输出功率（Light output power, LOP）进行了模

拟计算，不难发现通过降低台面尺寸和增大互联

个数，能够显著提高正对器件出光面的 LOP，如

图 1（c）所示，对应的台面直径和互联个数如表

1 所示。进一步地，我们提取了 PAP-0101、PAP-

0202、PAP-0404 和 PAP-0808 的 LOP 远场空间分

布，如图 1（d）所示，实验结果表明 PAP-0101

的 TE 模式出光强度相比 PAP-0202 高了 4 倍、相

比 PAP-0404高了 12倍、相比 PAP-0808高了 19倍，

而 TM 模式出光比 PAP-0202 高了 60%、比 PAP-

0404 高了 2.3 倍、相比 PAP-0808 高了 15 倍，证

明台面微米化和互联策略一方面能够降低 p-GaN

的吸收损耗，另一方面增大台面侧壁发射光子的

数量，从而实现 TE 和 TM 模式出光强度的大幅

提升，进一步地，我们利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电

流扩展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图 2（a）

是用于模拟计算的等效器件模型，它包括两个互

联台面，其中 L1、L2 和 L3 是用于计算流过对应

位置电流密度的探测器，L1、L2 和 L3 的电流密

度计算结果如图 2（b）、（c）和（d）所示。结果

表明降低台面直径能够大幅提升流经台面各区域

的电流密度，从而增强了电流扩展均匀性。具体

序号 台面个数 台面直径 [μm]

1 256 12.5

2 64 25

3 16 50

4 4 100

5 1 200

6 1 300

7 1 400

表1：用于蒙特卡洛-光线追击模拟的互联阵列器件模型规格。

图2：（a）互联器件等效模型；（b）L1、（c）L2和（d）L3的电流密度分布结果；（e）PAP器件I-V特性曲线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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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L1 处的电流密度分布结果表明台面尺寸越

小越有利于电流扩展到台面中心区域参与辐射复

合；L2 处的电流密度分布结果表明台面尺寸越小

越有利于电流在未刻蚀 n 型 AlGaN 层中的横向扩

展；L3 处的电流密度分布结果表明台面尺寸越小

越有利于电流从共用 n 型电极注入。得益于各区

域电流密度的增大，器件的工作电压随之降低，

如图 2（e）所示，PAP-0101 在 10 V 偏置电压下

的微分电阻仅为 PAP-0808 的 20%。

图3：（a）深紫外LED外延结构和（b）对应的HAADF-STEM像；（c）不同外加电流下的EL光谱；（d）PAP-0101/0202/0404/0808器件光学显微镜图像。

图4：（a）不同台面尺寸器件的光输出功率和光输出功率密度；（b）PAP器件和商用1020器件的光输出功率（LOP）随注入电流密度变化情况；（c）PAP器件和商用

1020器件的电光转换效率（WPE）随注入电流密度变化情况。

高质量外延是器件制备的基础，如图 3（a）

所示为本工作使用的深紫外 LED 外延结构。为了

表征外延结构的晶体质量，我们利用扫描透射电

子显微镜采集了该外延结构高角环形暗场像，结

果如图 3（b）所示，各层界面锐利、清晰，表现

出优异的晶体质量。如图 3（c）所示，电致发光

谱（EL）结果表明该外延结构具有良好的单色性，

发光中心波长为 279 nm，50 mA 注入电流下的发

光峰半高宽为 12 nm。图 3（d）则给出了 PAP-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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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0202、PAP-0404 和 PAP-0808 的光学显微镜

图像，结果表明互联 n 型电极之间无断触，器件

表面洁净，无开裂、划痕和断面的存在。

为了对所制备的 PAP μLED 进行光电参数的

采集和分析，我们利用积分球进行了光输出 L-I

特性曲线和 WPE-I 特性曲线测试，结果如图 4 所

示。得益于电流扩展分布和应力分布均匀性的提

升，台面尺寸为 25 μm 的芯片获得了超过 400 W/cm2

的光输出功率密度，如图 4（a）所示。尽管其绝

对功率较低，但是经过互联后，像素个数为 256

的 PAP-0101 的光输出功率达到了最高 83.5 mW

（@ 1150 A/cm2），比具有同等发光面积商用器件

1020（尺寸为 10×20 mil2）高出了近一个数量级，

如图 4（b）所示。而电光转换效率（Wall-plug 

efficiency, WPE）则达到了 4.7%（@ 775 A/cm2），

是 1020 器件的 1.9 倍高，如图 4（c）。值得注意

的是，PAP-0101 是在高电流注入密度下同时实

现了高光输出功率和 WPE，这与传统的商用器

件 1020 截然不同，后者的最高 WPE 往往在很小

的注入电流密度下实现，而无法做到亮度和 WPE

的同步增大，这也是限制深紫外 LED 应用发展的

一大重要因素。

PAP-0101 在高注入电流密度下的高亮度、高

效率特性对提高通信调制带宽（-3 dB 带宽）十分

有利。得益于此，PAP-0101 在 250 mA（1243 A/cm2）

的电流注入密度下获得了高达 380 MHz 的 -3 dB

调制带宽，如图 5（a）所示。在高调制带宽的基

础上，获得了最高 970 Mbps 的 OFDM 调制前向

纠错（FEC）速率，如图 5（b）所示。该通信结

果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结论

综上所述，本工作利用互联阵列 PAP Micro-

LED 策略，改善电流扩展均匀性，成功解决了传

统大尺寸 LED 电流拥挤和器件内部的光吸收损耗

问题，实现了高电流注入密度下亮度、电光转换

效率以及调制带宽的大幅提升，该器件在高电流

注入密度（＞ 700 A/cm2）下实现了超高光输出功

率（83.55 mW），比现有同等尺寸商用器件高出

近一个数量级，同时实现了高达 4.7% 的电光转

换效率。基于此优异性能，该器件被成功应用在

日盲无线通讯，获得了高达 380 MHz 的 -3 dB 调

制带宽和近 1 Gbps 的通信速率。该结果为兼具高

功率杀菌消毒和长距离日盲通信的集成深紫外光

源制备提供了新思路，回答了“如何同时获得高

光输出功率和电光转换效率”这一关键科学问题。

该成果为目前世界上报道的亮度、效率最高的深

紫外 Micro-LED，为集成、多功能深紫外 LED 的

制备、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推广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本团队正在计划大规模制造该高性能深紫

外 PAP Micro-LED。

图5：（a）PAP-0101在不同注入电流密度下的-3 dB调制带宽；（b）PAP-0101在不同信号调制深度（Vpp）下的通信速率。

扩展阅读

[1].  Duo Li, Xinqiang Wang*, et al. Deep ultraviolet micro-LEDs exhibiting high output power and high 
modulation bandwidth simultaneously. Advanced Materials, doi: 10.1002/adma.20210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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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在和外在可靠性、机械完整性和辐射硬度等方面的担忧 , 是否会影响 GaN HEMT 被部署在

漫长的卫星任务中的机会？

GaN RF 器件对太空任务足够可靠吗？

毫无疑问，基于 GaN 的微波器件，即晶体管

和 MMIC，具有足够高的成熟度，可以部

署在许多地面和机载应用中。然而，它们尚未被

纳入长达 15 年的太空卫星任务中，在这些任务中

超高可靠性至关重要。

在这些太空任务中缺乏部署，当然不是因为

任何与性能相关的问题。当基于 GaN HEMT 的

器件被用于构建功率放大器时，它们比前一代的 

作者：来自 AEROSPACE CORPORATION 公司的 JOHN SCARPULLA 

GaAs HEMT 有很大的优势，在更高的温度和电

压下工作时可以提供更高的功率密度。鉴于卫星

设计人员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减小尺寸、重

量和功率，看来 GaN 基 HEMT 器件将成为一种

新的选择。但是，要为高可靠性卫星注入这项技

术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

根据我在航空航天行业的工作经验—我目前

的职位是 Aerospace Corporation 公司的技术研究

部署在中地轨道 (MEO) 中的 GPS III 卫

星的艺术渲染图。

图片来源：The Aerospac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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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aN HEMT 存在

许多不同的失效机制。

这里描述了更常见的电

流，电流箭头显示电子

电流。正电荷和负电

荷可能会积累以及表面

陷阱。使用的缩写是：

S C F P  表示源连接场

板，TDDB 表示时间相

关的介电击穿，2D E G 
表示二维电子气，TBR 
表示热阻。

员——我认为 GaN 还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部分

原因是现有的军事和工业标准都不适用。在指定

和获取高可靠性半导体器件时，所采用的整套标

准是不合适的，这些标准是在过去 50 年中制定的。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当这些标

准被构思出来时，硅双极晶体管是射频功率器件

的首选。从那时起，出现了几种替代方案，包

括 LDMOS、Si-Ge CMOS、GaAs HBT、GaAs 

MESFET、GaAs pHEMT 和 现 在 的 基 于 GaN 

HEMT。 在此期间，GaAs 和 InP HEMT 已经在

低噪声放大器中崭露头角，而对于 GaN HEMT 和 

MMIC，功率放大器现在被许多人视为“杀手级

应用”。半导体器件的测试和质量标准未能跟上

时代的步伐，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对高可靠性

太空任务的额外严格要求，如辐射暴露、温度循

环、射频多路、密封性和长任务持续时间。结果

是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为 了 弥 合 这 一 差 距， 我 与 Aerospace 

Corporation 公司的同事以及一个由工业、政府、

航天承包商、GaN 晶圆厂和学术界组成的工作组

合作，制定了一个指南，以帮助制定规范，用于

高可靠性空间应用的 GaN HEMT 器件的测试和

鉴定。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发布了一份 205

页的文件，可根据要求向公众提供，该文件涵盖

六个主要领域：内在可靠性，侧重于识别所有器

件固有的磨损故障模式；外在可靠性，包括对影

响可靠性的缺陷密度的表征；电气稳健性，考虑

到栅极和漏极的安全工作区域；空间特有的环境

因素，例如多重作用和氢中毒；机械完整性问题，

例如在高于传统温度下工作的键合线；以及辐射

效应，包括考虑各种环境的辐射测试计划。

在本专题的其余部分，我将介绍本指南的一

些亮点和关键主题。但在此之前，我想强调的是，

一般来说，要评估电子器件的可靠性，必须在受

控和加速的应力环境中产生故障，因为这允许将

故障时间的分布外推到更良性的使用条件。虽然

不产生故障的测试乍一看可能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但它们在确定故障的物理特性方面并不是特别有

用。考虑 GaN HEMT 的可靠性时采用的正是这种

理念。

内在和外在可靠性

为了提高 GaN HEMT 的可靠性，许多设计

人员添加了一个场板来降低器件漏极侧的峰值电

场（此类设计请参见图 1，以及许多失效机制的

列表）。虽然这种类型的器件可能会因许多不同的

原因而失效，但它不会表现出所有这些特征，因

为它们在不同的使用或应力条件下被激活。诀窍

是确定在任何给定的太空任务场景中，将控制损

伤可靠性的机制。

工程师们倾向于将射频功率放大器压缩，因

为这会提高功率附加效率。根据放大器是在 A 类、

AB 类、F -1 类还是其他模式下工作，IV 平面上的

“负载图”（负载线的概括）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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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它描绘了典型的负载图，并说明了如何根

据放大器设计以不同的方式遍历 IV 平面）。

现在可以理解，IV 平面上不同位置的失效模

式是不同的。我们的工作原理是，在图 2 所示的

不同静态点（或“Q 点”）处施加直流应力会发现

不同的失效模式。其中一个例子是关闭状态、零

电流、高压条件（图中的 Q 点 #4）——这会导致

电压或压电应变驱动的失效模式，从而导致表面

蚀点和陷阱的产生。

相比之下，导通状态、低电压、高电流条件

（Q 点 #2）会产生电流驱动的失效模式，例如触

点空洞或电迁移。另外两个 Q 点是“半开”（Q

点 #3）和 IV 平面中的传统中心点（Q 点 #1）。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 GaAs 低噪声放大器

的可靠性测试已经在那里进行了 20 年 - 这是小信

号 GaAs 低噪声放大器的有效策略，其中栅极下

沉一直是主要的失效模式。

对于 GaN，需要拓宽思路，以涵盖更多的失

效模式。 我和我的合作者的观点是，最好使用 

DC 测试：我们主张从阶跃应力测试开始，然后

再转向恒定应力测试，以发现多种 GaN 失效模式。

我们还建议进行“飞行测试”射频驱动的寿命测试，

因为这有助于将 DC 结果与实际射频使用条件相

关联。请注意，我们的指南中提供了有关合格测

试计划建议的更多详细信息。 外部失效模式代表

了硬币的另一面，属于器件总体的早期故障。根

据 JEDEC 标准 JESD65B，外部模式的“失效机制”

直接归因于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这种缺陷包

括颗粒、空洞和光刻错误。

可喜的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测试（例如我们

指南中推荐的测试）来筛选出许多这些失效模式。 

例如，如果栅漏凹槽区域中存在颗粒或不规则物，

这可能导致器件在峰值 RF 电压下过早击穿 - 结

合升高的漏极电压和温度来筛选 HEMT 提供了一

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还可以屏蔽 MMIC 中存在的金属 - 绝缘体 -

金属电容 (MIMCAP)。 一些人认为，大型 GaN 

MMIC 的可靠性可能由 MIMCAP 外部故障而不是 

HEMT 本身决定。我们的指南中详细介绍了使用

的测试结构（例如大面积 MIMCAP 和宽 HEMT）

来估计缺陷密度及其相关可靠性的方法。

安全工作区

当部署在要求所有器件都具有高可靠性的太

空任务中时，保守地定义功率 GaN HEMT 的安全

工作区域至关重要。图 3 显示了 GaN HEMT 的典

图  2 .  射频功率  G a N 
HEMT 的 DC（线）和

脉冲 IV（点）特性，和

具有代表性的负载线，

以及用于直流可靠性

测试的四个建议工作 Q 
点。高于临界电压 Vcri t 

的阴影区域可能表现出

与其下方区域完全不同

的电场驱动失效模式，

其中热驱动机制可能占

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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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漏极安全工作区，图中的点描绘了当电压或电

流升高时器件突然烧毁的位置。

RF GaN HEMT 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它缺乏明

确定义的持续雪崩击穿电压。相反，电压击穿往

往是突然的和灾难性的。因此，我们的指南建议

为最大安全峰值漏极电压选择一个不超过烧毁电

压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值。同样，出于保守，我们

建议对最大漏极电流采用类似的约束。

那些使用 GaN HEMT 的人应该知道，这类

晶体管可能存在临界电压，其中失效时间开始由

电压或电场控制，而不仅仅是由温度控制。如果

是这种情况，以及升高的温度会加速失效时间，

则漏极电压会产生这种影响。在我们的指南中，

我们提出了各种基于温度和电压的可靠性模型。

密封与否？

传统上，电子模块，当然还有射频放大器，

都是为了太空而密封封装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避免湿气影响、防止有效载荷集成期间可能的溶

剂侵入，以及排除来自肮脏发射环境的污染。

对于 GaN HEMT 的射频放大器，气密性的

好处可能正在减少。以密封模块内的最大允许水

蒸气含量为例，即 5,000 ppmV。 该要求旨在防

止液态水在模具表面凝结。在 1 个大气压下含有 

5000 ppmV 水分的内部气体的露点低于水的冰点

温度，从而降低了在模具表面形成液态水膜的可

能性。

人们希望这将防止在过去钝化不良的硅芯片

中出现腐蚀机制。现在，在 GaN RF 放大器时代，

这种湿度水平可能无法接受。问题是 GaN 及其相

关合金家族可以与水蒸气反应生成氨。 如果该反

应继续生成氧化镓和氨，5,000 ppmV 的水可以转

化为多达 3,333 ppmV 的氨气。

请注意，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在包含 

GaN 器件的密封微波组件中发现了高浓度的氨。 

这就引出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密封的微波

组件内捕获转化为氨的水分是否可以接受？ 目前

的要求是否不适用于 GaN HEMT ？

包含 GaN 芯片的排气模块可能对太空任务更

可靠。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论据与多核效应和电

离击穿有关。所有的密封模块都有一定程度的泄

漏，当发射到太空中时，内部气体会慢慢泄漏出去。

这将导致内部气体压力下降和帕申间隙（Paschen 

gap）的惊人减小——这是在特定电压下通过气体

电离引起电击穿所需的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当

这个间隙变得太小时，可能会在两个相邻的键合

焊盘之间或作为电极的两个相邻的键合线之间发

生击穿。当气体泄漏时，这种灾难性的电离击穿

往往发生在任务的后期。

为了避免这一困难，可以将气体完全去除，

图 3. GaN HEMT 的漏极 
IV 平面和共源极特性示

例，显示了安全工作区 
(S O A)，对于高可靠性

太空任务，必须对其进

行极其保守地定义。圆

点表示必须位于漏 SOA 
之外的烧毁点。临界电

压V c r i t定义了时间依赖

性退化的开始。图中显

示了一个可能的放大器 
Q 点，点 C 显示了功率

循环测试指南中推荐的

应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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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完全排气的模块飞行，从而在发射后形成

真空。但是需要小心，因为存在多核效应的威胁：

当从金属表面发射的电子（无论是热电子还是通

过场发射）与射频场共振时，它会在真空中发生，

从而导致电子雪崩和灾难性损坏。解决方案是将

精心选择的几何形状与涂层 / 泡沫抑制表面电子

发射相结合。在我们看来，太空任务的合理方法

可能是使用一个高可靠性的排气微波模块，该模

块不存在电离击穿和氨积聚，并且具有多核效应

缓解功能。

辐射效应

一种普遍观点是，GaN HEMT 和 MMIC “本

质上”是抗辐射的。这种情况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电流仅通过二维电子气（2DEG）中的少数载

流子传导。在 GaN HEMT 中，少数载流子（空穴）

寿命可能会因辐射而降低，但影响不大。此外，

没有像硅器件中那样的栅氧化物或场氧化物来捕

获电荷。GaN 或 AlGaN 表面被较高的表面陷阱密

度固定的费米能级上 , 因此相邻钝化层中的辐射

感应电荷几乎没有影响。结果是，在 GaN 中，通

常的总电离辐射剂量和位移损伤效应通常是无关

紧要的。

然而，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在太空中使用 GaN 

HEMT 的人来说，应该关注范艾伦带中被捕获的

电子和质子，以及从深空发出的宇宙射线引起的

单粒子效应，这些宇宙射线是被剥夺了所有电子

的离子。鉴于 GaN 射频功率器件正被推向越来越

高的峰值射频电压，因此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

当离子撞击发生时，它会留下半导体原子的

电离轨迹。由此释放的电子能够在足够的电场下

产生电流，从而导致烧毁。这种“单一事件烧毁”

现在是 GaN RF 功率器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确定这些器件对这种形式的烧毁有多敏

感，可以使用回旋加速器对其进行评估。以这种

方式进行的评估测试表明，要使 GaN 器件在某些

空间辐射环境中可用，必须对其进行严重降额。

在某些情况下，无烧毁工作电压必须降至额定电

压的 30% 或更低。为了帮助在系统层面上更清楚

地了解这一主要问题，在我们的指南中，我们有

详细的原型辐射测试计划，适用于符合空间要求

的 GaN HEMT 和 MMIC。

虽然存在与内在和外在可靠性、电气稳健性、

环境因素、机械完整性和辐射相关的担忧，但我

们相信基于射频 GaN HEMT 的器件可以在太空

中实现高可靠性。针对现有电子器件规范中有关

GaN RF HEMT 和 MMIC 的空间评估测试和方法

的缺失和不适用，我们发布了指南。

我们相信这份文件将有助于加快射频 GaN 

HEMT 和 MMIC 在太空中的应用。 虽然 JEDEC、

IEEE、ASTM、AEC 和 NASA 等标准机构正在讨

论新的 GaN 标准和要求，但他们的重点不一定是

确保太空中的高可靠性。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制造商已经介入，开发

了自己的测试方法和资格认证。但这导致缺乏标

准化，减缓了 RF GaN 在高可靠性空间系统中的

应用。我们希望，我们的指南将有助于缓解这种

情况，并推动制定用于高可靠性太空任务的 GaN 

RF HEMT 和 MMIC 评估的行业标准。

附加资格认证主题

GaN HEMT 技术的太空资格认证指南

作者：来自 Aerospace Corporation 的 J. Scarpulla 和 C. Gee，
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发布了 TOR2018-00691-A。这份公开文

档共有 205 页，200 份参考文献和 8 个附录，涵盖了 GaN RF 
HEMT 和 MMIC 太空资格认证的许多方面。一个进行中的工

作组继续改进这份文件。

联系方式 ：如需要索取文件和 / 或加入工作组，请联系

J. Scarpulla (john.scarpulla@aero.org)

资格认证主题太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更多内容在 GaN 
HEMT 技术的太空认证指南中进行了介绍。

该文件各页的详细内容如下：

 需要对 GaN 金属化线中发生的电迁移进行全面重新思考的

原因。这是必要的，因为现有硅基标准中的传统电流密度

安全限值已在 125°C 下运行，而对于 GaN HEMT，尤其是

在电流密度高的栅极馈电处，温度可能远远超过这以限值。 
 解释为什么不能根据现有标准对 GaN 芯片进行显微目视检

查。由于 GaN（以及典型的 SiC 衬底）是光学透明的，因

此显微镜只能“看到”任何非金属化芯片区域的背面。

 一整节专门讨论与高可靠性操作一致的额定值和降额原理，

以及标准化额定值数据表。

 许多用于估计 HEMT 沟道温度的测量技术。

 确定无源器件（例如薄膜电阻器、MIMCAP 和背面通孔）

可靠性的评估方法建议。

 资格测试清单，以及在选择 GaN HEMT 供应商或工艺时要

考虑的“50 个问题”，作为航天界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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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更大的晶圆将加速在完全折旧的

8英寸晶圆厂中的电力电子器件的生产

走向 8英寸碳化硅

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已成全球共识。我们正在

采取许多措施来改变我们的全球能源系统，

包括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采用由碳化硅

等宽带隙半导体提供几乎没有损耗的节能器件，

为实现净零碳排放创造一条可持续的路径。

当今的电源转换器，包括 AC-DC 整流器、

AC-AC 变压器、DC-DC 转换器和 DC-AC 逆变器，

都倾向于采用硅基电力电子器件—IGBT，即绝缘

栅双极晶体管，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然而，对

更快开关频率、高额定功率、高转换效率和高温

工作的需求正在推动 SiC 器件的发展。这种宽带

隙半导体结合了三倍于硅的带隙、三倍于硅的热

作者：SANTHANARAGHAVAN PARTHASARATHY，
来自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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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率和十倍于硅的击穿场的优异性能，使 SiC 器

件成为上述应用的完美选择。

近年来，在同质单晶衬底上制造的 SiC 功率

器件的出货量一直在攀升。这使 SiC 能够走出实

验室，成为电力电子器件的支柱，尤其是在 900 

V 以上的击穿电压应用场景。

碳化硅功率器件商业化的开始于 1999 年，

当时 2 英寸直径的衬底上市，售价为 495 美元 /

片。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价

格，但当时这却被认为是一个突破。现在，大多

数 SiC 功率电子器件，例如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MOSFET、结型场效应晶体管等都建立在 6 英寸

晶圆上，并在完全折旧的 6 英寸和 8 英寸晶圆厂

中进行制造，因为随着硅工业的晶圆尺寸过渡到

12 英寸，这些小尺寸晶圆厂必须另找他用。

为了实现半导体行业生产率的同比增长，工

程师们倾向于采用五个众所周知的杠杆：缩小器

件尺寸、引入新的器件设计、提高器件生产率、

提高生产线良率和迁移到更大的晶圆尺寸。在这

五个中，后者提供了可观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对 8 英寸 SiC 衬底的开发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增加晶圆面积的明显好处是，它可以增加产

出的器件或芯片的数量。这种增加降低了每个器

件的制造成本，因为工艺步骤的数量保持不变（见

表 1）。

现成的晶圆厂产能

如今，硅基功率器件，如 IGBT，是在 12 英

寸硅片上批量生产的。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

Tier 1 集成器件制造商 (IDM) 已在 12 英寸晶圆厂

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制造硅电力电子器件。

由于硅功率器件制造业向 12 英寸晶圆厂转

移，现已完全折旧的 6 英寸和 8 英寸晶圆厂可用

于 SiC 生产。为支持该项目，IDMs 增加了用于 

SiC 器件制造的设备。其中包括：能够在 1600 °C

下生长的 MOCVD 机台；高能、高温离子注入机；

高温掺杂活化炉；量测设备；晶圆级测试；和芯

片划片工具。这些晶圆厂有足够的过剩产能来处

理每周数千片的晶圆生产。

虽然 Tier 1 IDMs 具有完全折旧和优化良好的

日常运行良率的优势，有助于有竞争力的制造成

本和器件价格，但对于要拥有 8 英寸晶圆厂的新

来者而言，这并不容易。这些公司在短期内将面

临价格压力和较低的收益率。

相对于 6 英寸平台的生产，8 英寸衬底的引

入预计将使整体器件成本降低 20-35%。即使晶

片级的材料成本增加，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为

了实现良好的晶圆几何形状，衬底厚度随着衬底

直径的增加而增加。6 英寸直径的 SiC 晶片厚度

为 350 微米，而最初推向市场的 8 英寸 SiC 衬底

的厚度为 500 微米。随着厚度的增加减少了每个

表 1. 芯片数量随着衬底尺寸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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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碇制造的衬底数量，衬底成本略有上升。然而，

增加的厚度有助于确保良好的晶片面型参数，同

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弯曲和翘曲。

即使使用当今的制造设备能力，也可以生产 

350μm 厚的 8 英寸衬底，从而进一步降低衬底成

本。然而，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无论

衬底厚度如何，与 6 英寸的同级产品相比，8 英

寸 SiC 衬底都能降低器件成本。

虽然在过去二十年中采用更大的衬底尺寸有

助于降低 SiC 器件的生产成本，但它们仍然比硅

器件高出三倍左右。不过，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

的事情，因为当电路设计人员从硅器件切换到由 

SiC 器件时，他们可以在系统层面上降低 5-10% 

的成本。 8 英寸 SiC 衬底的推出将扩大这一优势，

并在未来几年进一步降低整体系统成本。

扩展挑战

对于硅、锗等元素半导体材料，以及 GaAs、

InP 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晶体材料都是从熔体

中生长出来的。晶体生长首先采用横截面通常为 

10 毫米 ×10 毫米的籽晶，并使用籽晶和熔体界

面之间形成的细颈放肩将晶体的直径扩大到所需

的水平。一旦扩径完成，晶体就会以既定的速率

从熔体中拉出。该生长速率范围为 1 毫米 / 小时

到 150 毫米 / 小时。

SiC 的最大缺点之一是该材料不存在于常压

液相中，因此无法从熔体中生长晶体。如果 SiC 

保持在高温和低压下，它会分解成气态物质而不

经过液相。由于这种行为，碳化硅晶体是使用称

为升华或物理气相传输 (PVT) 的气相技术生长

的。对于使用这种方法生长的材料，首要条件是

需要有同等直径的籽晶（请继续阅读以了解直径

是如何扩径的）。使用 PVT，生长速率在 0.1-0.5 

毫米 / 小时的范围内。

为了将 SiC 的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

能够更精确地控制这种材料的生长，研究人员已

经实现了 PVT 工艺的诸多进步，并探索了其他可

行的长晶方法选择（见图 1）。采用气体裂解来供

图1. 生产SiC晶体有几

种不同的技术。

图 2. 在块状体 SiC 晶体

中观察到的各种缺陷及

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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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碳和硅源，而不是固体 SiC 粉末，这种技术称

为高温化学气相沉积 (HT-CVD)。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改良 PVT (M-PVT)，这是

一种将额外的进料管汇入气体生长区的方法，掺

杂气体可以是氮气或其他气体。这种改进能够生

产具有均匀电阻率分布的低电阻率 SiC。使用传

统的 PVT，一个缺点是掺杂气体被引入到生长区

之外。由于有限的扩散，这阻止了具有良好均匀

性的低电阻率材料的生产。

在研究层面，正在探索用于晶体 SiC 生长的

其他技术。这些方法距离生产商业规模的 SiC 衬

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卤化物 CVD，以及 

HT-CVD 和 PVT 的组合，称为连续进料 PVT。

最近，人们对从溶液中生长体 SiC 产生了兴

趣，因为这具有生产大尺寸、高质量 SiC 衬底的

潜力。但这项技术仍在研究中，尚不能实现商业

化。其缺点之一是由于在大气压下缺乏化学计量

的 SiC 液相，因此不可能采用一致熔融的熔体生

长。另一个缺点是碳在熔融硅中的溶解度在非常

高的温度下非常有限。可以通过使用助溶剂来提

高碳的溶解度，例如 Ti-Si、Al-Si、Cr-Si、Fe-Si、

Si-Sc、Si-Co、Sn-Si 和 Si-Ge。然而，这些助溶

剂有可能掺入生长的晶体中。另外使用该方法持

续生长较大的晶体也有挑战。

由于考虑通过各种方法生长 SiC，目前几

乎所有商业生长的 SiC 晶体都是通过 PVT 生产

的。通过这种方法，PVT 炉可以感应加热或电

阻加热。

晶体特性

SiC 可以结晶为三类晶体结构：立方 (C)、六

方 (H) 和菱面体 (R)。然而，这种材料的结构变化

众多，差不多有超过 220 种晶型。它们在沿 c 轴

排列位置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晶型的分类取决于

晶胞中 Si-C 层的数量。对于电力电子应用，最好

的晶型是 4H SiC。

气相生长固有的困难会导致各种缺陷，包括

微管、螺位错、刃位错、堆垛层错、包裹物以及

不全位错和混合位错。微管、螺位错和基平面位

错会损害器件性能。然而，这些缺陷的密度可以

在晶体生长和随后的外延层沉积过程中降低，这

些都发生在器件工艺之前。SiC 中不同缺陷之间

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碳化硅制造商采取了逐

步扩大籽晶尺寸的方法。进展并不容易，因为这

种扩展是一个耗时的迭代过程，涉及多个学习和

过程优化循环。籽晶发育的起点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当时形成了横截面为 4 mm×4 mm 的自发

成核 Lely 小晶片。现在，努力将籽晶从 6 英寸扩

大到 8 英寸，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

新扩大的区域容易形成更多缺陷（见图 3）。扩大

籽晶尺寸的成功需要同时进行多次迭代的晶体生

图3. 籽晶扩大是引入更

大衬底尺寸的核心。图

示说明：(a) 6-8英寸 的
籽晶放大过程，以及 
(b) 籽晶放大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缺陷。新扩展

的区域容易形成更多缺

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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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计算软件平台中的流体动力学建模和模拟分

析，以及针对较大籽晶尺寸的热场设计优化。为

了保持起始籽晶中晶体的质量，需要通过仔细选

择轴向和径向温度梯度来控制固气界面的推进并

保持生长界面的形状。

财务评估

由于 8 英寸 SiC 晶体的生长速度与 6 英寸晶

体的生长速度几乎相同，因此生产周期时间没有

明显增加，从而可以保证器件产量。然而，由于

生长室中该部件尺寸的增加，导致热场部件的费

用增加，因此成本确实略有上升。幸运的是，石

墨制造最近取得了进展，并且对如何调整生长过

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此现在可以为 8 英寸晶

体生长制造具有成本效益的热场部件，如果使用

更大的体积，支出就会减少。通过这种方式，我

们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GTAT) 的团队开发

了 SiClone 200 平台，该平台能够生产 6 英寸和 8

英寸直径的晶体，而无需额外的资本支出。

除了晶体生长，籽晶 / 晶片制造还涉及外径

滚圆、平磨、晶片切割、研磨和抛光—随着晶片

直径的增加，每个工艺都需要优化。通过减少切

片过程中的切口损失，晶圆加工步骤的生产率已

经有所提高。传统上，切割 SiC 晶片涉及多线锯

和金刚石浆料，导致切口损耗低于 200μm，研磨

损耗低于 100μm，这是去除亚表面损伤所必需的。

引入基于激光的切片将衬底加工的总材料损失减

少了三分之一，达到约 100 微米。

在晶圆厂层面，与迁移到 8 英寸相关的成本

增加是最小的。为了抵消 8 英寸 SiC 晶体生长和

晶圆制造相对较低的附加成本，增加了每个晶圆

的管芯数量。这使得将在电力电子行业带来显著

红利的路径，成本下降且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外

延 6 英寸 SiC 衬底零售价为 750-900 美元，8 英

寸晶圆预计售价为 1300-1800 美元。在 GTAT，

我们制定了进一步降低成本的路线图。

我们公司作为晶体生长炉制造商拥有丰富的

技术积累，在全球安装了数千个机台，并且在增

加晶片直径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见图 4）。我们

在设备设计、工艺扩展、设施规划和供应链方面

的专业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快地提高 SiC 产能，同

时在价格和质量上取得成功。由于我们的持续改

进，基于不断的研发工作和持续工艺优化，我们

现在能够推动 8 英寸 SiC 的发展。我们的 8 英寸

产品定于 2021 年末 /2022 年初推出。

如果 SiC 继续跟随硅产业的脚步，下一个晶

圆尺寸可能是 12英寸。根据我们最初的热场建模，

实施独特的热场设计部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施

加的内应力，内应力是产生位错和微管的原因，

以及导致晶碇破裂的冯米塞斯应力。如果行业进

一步寻求 12 英寸 SiC 衬底以降低成本，我们对我

们开发下一代晶体的能力充满信心。

图 4. GTAT 从 2英寸到 8
英寸晶体生长方面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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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孙聂枫研究员团队，在 20Kg 级 InP 高纯多

晶合成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InP 是重要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光电子

和微电子领域有广泛应用。InP 是光纤通讯，毫

米波通讯，太赫兹通讯，超高效太阳电池，激

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方面不可或

缺的重要材料。InP 多晶是制备高

质量单晶的基础。InP 由于物理特

性，多晶合成必须在 27.5 个大气

20Kg 级 InP 高纯多晶合成取得突破

Soitec 发布首款 200mm SmartSiCTM 优化衬底，
拓展碳化硅产品组合

压，1062℃以上才可以，合成难度极大。通常采

用水平梯度凝固（HGF）技术进行合成，目前国

际上合成量最大不超过 8Kg，合成需 5-7 天。孙

聂枫团队采用自己发明的注入式合成技术，自制

多功能高压单晶炉，仅用 3 小时即可合成 20Kg

高纯 InP 多晶。注入式合成技术明显增大了合成

时的反应面积，在合成中还能起到搅拌均匀的作

用，并且能与生长过程连续起来，使得生长高纯

配比 InP 单晶成为可能。因为合成时间短，合成

量大，多晶的载流子浓度可以达到 1-3×1015cm-3，

迁移率大于 4500cm2/V•s，纯度比水平法提高一个

数量级（采用相同等级的原材料：高纯铟、高纯

红磷）。采用注入合成技术，可采用补磷的方式将

不配比的晶体补成配比多晶，提高利用率，降低

成本。注入法还可以与 VGF 法连续起来，生长低

缺陷、高纯 InP 单晶。

20Kg 级 InP 合成是里程碑式的工作，使得超

大容量 InP 合成成为可能，为 InP 快速进入商用

市场提供高质量、廉价的多晶材料。InP在5G高端、

6G、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大量应用成为可能。图1：自制多功能高压单晶炉 图2：合成后连续提拉的20Kg级高纯InP多晶锭

中国北京，2022 年 5 月 6 日 ——设计和生产

创新性半导体材料的全球领军企业 Soitec 

近日发布了首款 200mm 碳化硅 SmartSiC™ 晶

圆。这标志着 Soitec 公司的碳化硅产品组合已拓

展至 150mm 以上，其 SmartSiC™ 晶圆的研发水

准再创新高，可满足汽车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首批 200mm SmartSiC™ 衬底诞生于 Soitec 与 

CEA-Leti 合作的衬底创新中心的先进试验线，该

中心位于格勒诺布尔。该批 200mm SmartSiC 衬

底将会在关键客户中进行首轮验证，展示其质量

及性能。Soitec 于 2022 年 3 月在法国贝宁启动了

新晶圆厂贝宁 4 号（Bernin 4）的建设，用于生

产 150mm 和 200mm 的 SmartSiC™ 晶圆，贝宁 4 

号预计将于 2023 年下半年投入运营。Soitec 独特

的 SmartSiC™ 技术能够将极薄的高质量碳化硅层

键合到电阻率极低的多晶碳化硅晶圆上，从而

显著提高电力电子设备的性能与电动汽车的能

源效率。Soitec 首席技术官 Christophe Maleville 

说：“Soitec 的 SmartSiC™ 衬底将在新能源电动

汽车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凭借独特的先进技术，

我们致力于研发尖端的优化衬底，助力汽车和

工业市场的电力电子设备开辟新前景。本次在

碳化硅衬底系列中增加 200mm SmartSiC™ 晶

圆，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产品组合的差异化，并

在产品质量、可靠性、体积和能效等多方面满

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200mm SmartSiC™ 晶圆

是我们 SmartSiC™ 技术开发和部署的一座重要

里程碑，它巩固了 Soitec 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

地位，并强化了我们不断创新、推出新一代晶

圆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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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Yang 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背栅斜坡测量。

这项研究揭示了缓冲陷阱对沟道中二维电子气密

度的影响，包括在漏极接触上施加 0.5V 的固定电

压，并扫描施加到背栅上的电压。如果整个外延

叠层是没有陷阱的理想介质，它将表现为理想的

电容器 ；但如果缓冲器中有陷阱，则在后栅扫描

过程中会积累电荷，导致滞后。

实验表明，具有超晶格结构的器件比具有阶

梯结构的变体更接近于理想电容器的行为。

Yang 和他的同事解释了这些发现。根据他们

的说法，当向背栅施加负电压时，碳掺杂 GaN 缓

冲层中的受主开始耗尽，空穴流向衬底。当这种

情况发生在团队的阶梯式结构中时，空穴只面临

三个能量障碍，而他们的器件具有 100 个周期的

超晶格，而面临的能量障碍为 100 个。因此，阶

梯结构中的空穴很容易泄漏，导致测量中的滞后；

而超晶格中的空穴被阻挡，并被限制在这个区域，

因此会具有最小滞后的电中性结构。

AlN 与硅界面的反型层中的电子也是类似的

情况。在阶梯式结构中，电子只面临一个能垒，

而在超晶格中，它们面临 100 个更高的能垒。正

因为如此，超晶格结构的行为类似于电容器，而

具有阶梯区的超晶格结构则充当电阻。

Yang 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正计划进一步研究超

晶格在 GaN 基电力电子器件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X. He et al. Appl. Phys. Express 15 011001 

(2022)

在抑制 GaN 基功率器件动态导通电阻退化方面，超晶格的作用优于阶梯状异质结构

超晶格抑制动态导通电阻的退化

来自中国的一个团队已经证明，在抑制 GaN

基功率器件的动态导通电阻退化方面，

AlGaN 超晶格比阶梯状异质结的效果更好。

据该团队的发言人、北京大学的王学林表示，

解决动态导通电阻退化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

会损害电力电子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从应用的

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导通电阻。

北京大学的 Yang 及其同事与北京大学和量

子物质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他们为关

于最合适的架构以减少应变并最终消除 GaN 基电

力电子器件的动态导通电阻退化的辩论提供了新

的思路。

在辩论中表达的观点包括：泄漏路径只缓解

而不能抑制动态导通电阻的退化；应变释放层影

响二维电子气的耗尽；以及应变释放层影响陷阱

密度。然而，其他研究小组将应变释放层视为理

想的介电材料，并更关注位于顶部的碳掺杂缓冲

层的作用，该缓冲层用于提高击穿电压。现在，

Yang 和他的同事们的广泛实验为这一辩论提供了

新的见解—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提供更有效的

电子和空穴阻挡，超晶格在抑制动态导通电阻的

退化方面优于阶梯状缓冲层。

中国团队在比较了阶梯和超晶格应变释放层

的器件后得出了这一结论。两种类型的器件均采

用 MOCVD 方法在 p 型硅 (111) 衬底上生长的异质

结，其下侧具有背栅，欧姆源漏接触间隔 15μm。

采用阶梯层的器件的静态导通电阻为 8.48Ωmm，

而超晶格器件的静态导通电阻为 9.09Ωmm。

为了揭示阶梯和超晶格结构对动态导通电阻

背栅斜坡测量突出了超

晶格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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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 GaN HEMT 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其栅极电

压往往被限制在不超过 7V 左右，以确保其

安全运行。这一限制减少了栅极驱动器的选择，

并排除了使用栅极偏置超过 10V 的硅基设计的可

能性。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南京大学和江苏能华微

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了一种新颖、

可靠的大面积器件，可以对栅极进行强有力的控

制。这种器件结合了 HEMT 和 p-n 结。

来自南京大学的 Feng Zhou 表示，他们的概

念验证器件采用行业标准工艺生产，其优势包括

18.2V 的高击穿电压和在超过 10V 的栅偏压下长

时间工作的能力。这使我们相信 p-n 结 HEMT 可

以直接与硅驱动器一起使用。

这家中国合作伙伴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种新

颖的 GaN HEMT，并于 2019 年申请了专利。据

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关于 p-n 结栅结构概念的

专利申请。

实现这项技术并不容易，因为大面积器件的

制造比较小的器件更具挑战性，因为它们更容易

受到工艺变化的影响。

最近，该团队克服了这个问题，最近的努力

突破了面积为 4.9mm2 器件的强劲性能。这些 p-n

结 HEMT 以及以及采用的控制肖特基结，是基于

6 英寸的硅衬底，将其加载到 MOCVD 室中，然

通过 p-n 结增强 GaN-HEMTs 的性能 

后沉积 4.5um 的缓冲层，然后是 300nm 非故意掺

杂 GaN 沟道和 13 nm 厚的 Al0.2Ga0.8N 势垒层。对

于 p-n 结 HEMT，增加了一层 100 nm 厚的镁掺杂

p型GaN层，然后是一层 40 nm厚的硅掺杂 n型层。

为了用这些外延片制造器件，工程师们在对

剩余的 p 型材料进行热激活并为源极和漏极添加

欧姆接触之前，从栅极区外蚀刻掉顶部的 p 型和

n 型层。在移除允许添加栅极触点的窗口之前，

添加 1μm 厚的 SiN 钝化层 ( 该器件和控制的示意

图见左下图 )。

该团队将他们的 p-n 结 HEMT 部署在感应开

关电路中，与传统的肖特基结 HEMT 相比，它们

具有快速开关和对动态导通电阻退化的强大抑制

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器件表现出了卓越的

过电压可靠性，动态击穿电压达到了创纪录的 1.62

千伏”，zhou 热情地说。

用非钳位感应开关实验测量了动态闭锁电

压。测试表明，650V 肖特基栅极 HEMT 的值较低，

为 1.45KV。具有更高的值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可

以防止功率器件的故障和由于栅极故障而导致的

所有通道阻塞能力的丧失。

考虑到外延材料和制造工艺尚未优化，栅击

穿电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匀，以及与阈值电压

相关的行为存在滞后，优化可以实现更好的结果。

在分析未经优化的器件的栅特性时，研究小

组发现，栅堆叠中的 n-GaN 覆盖层在抑制栅漏电

流和调节耗尽区内的电场分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使得他们认识到需要改善 n 型 GaN 覆

盖层的材料特性，如其浓度和厚度，以及其沉积

条件和与栅极相关的制造工艺。

“此外，我们的团队专注于优化器件封装，以

降低寄生效应，”zhou 透露道。

参考文献：

F. Zhou et al. IEEE Trans. Power Electron. 37 26 

(2022)

在 GaN HEMT 上添加一个 p-n 结可以提高其击穿电压 

(a) GaN p-n结HEMT光学图像，(b) GaN p-n结HEMT截面图，(c) GaN肖特基结HEMT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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