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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 ／ 微波能量收集系统的整流电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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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射频／ 微波能量收集系统以可持续、 环保等优点在无线传感器网络、 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 对近年来射频／ 微波能量收集系统的整流电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概述。 分析并讨论
了整流电路的技术指标和电路结构， 分别从器件研究和电路设计两个方面对整流电路的研究进展进行
分析、 归纳。 从原理、 性能提升等方面分析具有低的零偏压电阻值的自旋二极管应用于微瓦量级信号
整流电路的潜力； 从微弱信号整流、 宽输入功率范围信号整流、 高功率转换效率整流、 阻抗去敏感化

４ 个方面分析了整流电路设计的关键问题， 归纳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对整流电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展望。
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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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传统过压保护电路功耗大、 易受干扰的问题， 基于 ０ ２５ μｍ ＣＭＯＳ 工艺设计并

实现了一种应用于控制器局域网络 （ ＣＡＮ） 总线芯片的过压保护电路。 其作用是当芯片端口电
压高于电源电压或低于地 （ ＧＮＤ） 电平时为芯片提供保护信号， 阻止电流倒灌入芯片。 在 ３ ３ Ｖ

电源电压下， 该电路具有迟滞功能， 防止其受到噪声干扰反复打开和关闭芯片。 仿真结果表明，
端口电压高于 ３ ５５ Ｖ 时电路提供保护信号， 重新下降至 ３ ３５ Ｖ 后系统恢复工作； 同理， 端口电
压低于 － ０ ２５ Ｖ 时电路提供保护信号， 重新上升至 － ０ ０５ Ｖ 后系统恢复工作。 流片测试结果显示
该电路可以为 ＣＡＮ 总线芯片提供有迟滞的过压保护功能， 与符合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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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区结构高反压功率晶体管的优化
杨宝平， 江昆， 黄锋

（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 依据电参数指标要求， 针对高压 －高增益硅功率晶体管基区结构和终端结构进行优化
研究。 提出了一种可用于改善集电极 － 发射极击穿电压 （ Ｖ （ ＢＲ） ＣＥＯ ） 和电流放大倍数 （ β） 矛盾关
系的带埋层的新型基区结构， 并针对埋层基区结构对高压 － 高增益硅功率晶体管电性能及可靠性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仿真结果表明： 新型基区结构不仅可以很好地折中晶体管 β 与 Ｖ （ ＢＲ） ＣＥＯ 之间
的矛盾关系， 而且还能在较大的埋层基区宽度、 埋层基区掺杂峰值浓度范围内使晶体管获得较低
且一致性较好的饱和压降； 具有新型基区结构的晶体管在改善正偏的情况下抗二次击穿能力具有
明显优势。 由仿真得到的器件结构参数， 研制出的样片的 β， Ｖ （ ＢＲ） ＣＥＯ 和集电极 － 基极击穿电压
（ Ｖ （ ＢＲ） ＣＢＯ ） 均满足电参数指标要求。

关键词： 高增益； 功率晶体管； 埋层基区； 终端保护； 击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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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卜建辉１ａ，１ｂ ， 许高博１ａ，１ｃ ， 李多力１ａ，１ｂ ， 蔡小五１ａ，１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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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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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新型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 ＴＦＥＴ） 结构， 该结构通过在常规 ＴＦＥＴ 靠近器
件栅氧化层一侧的漏 －体结界面引入一薄层二氧化硅 （ 隔离区） ， 从而减小甚至阻断反向栅压情
况下漏端到体端的带带隧穿 （ ＢＴＢＴ） ， 减弱 ＴＦＥＴ 的双极效应， 实现大幅度降低器件泄漏电流的
目的。 利用 ＴＣＡＤ 仿 真 工 具 对 基 于 部 分 耗 尽 绝 缘 体 上 硅 （ ＰＤＳＯＩ ） 和 全 耗 尽 绝 缘 体 上 硅

（ ＦＤＳＯＩ） 的 ＴＦＥＴ 和新型 ＴＦＥＴ 结构进行了仿真与对比。 仿真结果表明， 当隔离区宽度为 ２ ｎｍ，
高度大于 １０ ｎｍ 时， 可阻断 ＰＤＳＯＩ ＴＦＥＴ 的 ＢＴＢＴ， 其泄漏电流下降了 ４ 个数量级； 而基于 ＦＤＳＯＩ

的 ＴＦＥＴ 无法彻底消除 ＢＴＢＴ 和双极效应， 其泄漏电流下降了 ２ 个数量级。 因此新型结构更适合
于 ＰＤＳＯＩ ＴＦＥＴ。

关键词： 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ＴＦＥＴ）； 绝缘体上硅 （ＳＯＩ）； 泄漏电流； 带带隧穿 （ＢＴＢＴ）； 双

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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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ＦＥＴ （ ＴＦＥＴ） ； 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 （ ＳＯＩ） ；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ｎｄ ｔｏ ｂ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 （ ＢＴＢＴ） ；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ＥＡＣＣ： ２５６０Ｓ
通信作者： 罗家俊，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ｏｊｊ＠ｉｍｅ．ａｃ．ｃｎ
Ｍ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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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１８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

Ｃｕ ／ ＳｉＯ２ 逐层沉积增强无杂质空位诱导
ＩｎＧａＡｓＰ ／ ＩｎＧａＡｓＰ 量子阱混杂
郭春扬１，２ ， 张瑞英２ ， 刘纪湾２ ， 王林军１

（１． 上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２． 中国科学院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 研究了 Ｃｕ ／ ＳｉＯ ２ 逐 层 沉 积 增 强 的 无 杂 质 空 位 诱 导 ＩｎＧａＡｓＰ ／ ＩｎＧａＡｓＰ 多 量 子 阱 混 杂

（ ＱＷＩ） 行为。 在多量子阱 （ ＭＱＷ） 外延片表面， 采用等离子体增强的化学气相沉积 （ ＰＥＣＶＤ）

不同厚度的 ＳｉＯ ２ ， 然后溅射 ５ ｎｍ Ｃｕ， 在不同温度下进行快速热退火 （ ＲＴＡ） 诱发量子阱混杂。

通过光荧光 （ ＰＬ） 谱表征样品在 ＱＷＩ 前后的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 当 ＲＴＡ 温度小于 ７００ ℃ 时，
ＰＬ 谱峰值波长只有微移， 且变化与其他参数关系不大； 当 ＲＴＡ 温度大于 ７００ ℃ 时， ＰＬ 谱峰值波长
移动与介质层厚度和 ＲＴＡ 时间都密切相关， 当 ＳｉＯ２ 厚度为 ２００ ｎｍ， 退火温度为 ７５０ ℃ ， 时间为

２００ ｓ 时， 可获得 ５４ ３ ｎｍ 的最大波长蓝移。 该种 ＱＷＩ 方法能够诱导 ＩｎＧａＡｓＰ ＭＱＷ 带隙移动， ＱＷＩ
效果与 ＩｎＧａＡｓＰ ＭＱＷ 中原子互扩散激活能、 互扩散原子密度以及在 ＲＴＡ 过程中热应力有关。

关键词： ＩｎＧａＡｓＰ； 多量子阱 （ ＭＱＷ） ； 量子阱混杂 （ ＱＷＩ） ； Ｃｕ ／ ＳｉＯ ２ ； 快速热退火； 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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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ａＡｓＰ ／ ＩｎＧａＡｓＰ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Ｗ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ｕｒｉｔｙ
Ｆｒｅｅ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 ／ ＳｉＯ 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ｕｏ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１，２ ，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ｙｉｎｇ２ ， Ｌｉｕ Ｊｉｗａｎ２ ，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ｊｕ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４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ｕｚｈｏ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Ｂｉ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ＧａＡｓＰ ／ ＩｎＧａＡｓＰ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ｗ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 （ ＱＷＩ）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ｕ⁃

ｒｉｔｙ ｆｒｅｅ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 ／ ＳｉＯ 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ｗｅｌｌ （ ＭＱＷ） ｅｐｉｔａｘｉａｌ ｗａｆ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Ｏ ２ ｗｅｒｅ ｇｒｏｗｎ ｂｙ ｐｌａｓｍ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ｈｅ⁃
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ＰＥＣＶＤ） ， ｔｈｅｎ ５ ｎｍ ｏｆ Ｃｕ ｗａｓ ｓｐｕｔｔｅ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ｐｉ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 ＲＴ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ＱＷＩ ｗａ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ＱＷ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ＰＬ ）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ｓｈｉｆｔ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Ｔ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７００ ℃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Ｔ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７００ ℃ ，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ＲＴ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Ｏ 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２００ ｎ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ｆｅｒ ｉｓ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ｔ ７５０ ℃ ｆｏｒ ２００ 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ｂｌｕ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ｓ ５４ ３ ｎｍ． Ｔｈｅ ＱＷＩ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ｄ ｇａｐ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ＩｎＧａＡｓＰ

ＭＱＷ． Ｔｈｅ ＱＷ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ｔ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ｔｏ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基金项目： 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 ５１２０２２８４） ； 江 苏 省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 产 业 前 瞻 与 共 性 关 键 技 术） 资 助 项 目
（ ＢＥ２０１６０８３）

通信作者： 张瑞英， Ｅ⁃ｍａｉｌ： ｒｙ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１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６

４０ ｎｍ 节点高深宽比接触孔刻蚀电性能稳定性改善
贺金鹏１，３ ， 蒋晓钧２ ， 明安杰１，３ ， 傅剑宇１，３ ，
罗军１，３ ， 王玮冰１，３ ， 陈大鹏１，３

（１．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２．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

３． 中国科学院 微电子研究所 智能感知研发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０００００；

摘要： 随着工艺节点减小， 对高深宽比接触孔形貌和关键尺寸的精准控制变得愈加困难。 基

于 ４０ ｎｍ 逻辑器件量产数据， 研究了高深宽比接触孔刻蚀工艺参数和刻蚀设备内部耗材的磨损对

器件电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并提出了工艺改进方案。 通过减小 ＳｉＯ ２ 厚度， 减小接触孔深宽比，
从而改善孔内聚合物在孔底部沉积的问题； 通过优化刻蚀工艺参数提高 ＳｉＮ ／ ＳｉＯ ２ 刻蚀选择比，
保持刻蚀后 ＳｉＯ ２ 的厚度与改进前工艺相同。 测试结果表明， 工艺改进后接触孔底部关键尺寸稳
定性提升 ３６％， 接触电阻稳定性提升 ２０％。 通过工艺改进提高了电参数稳定性， 对 ４０ ｎｍ 工艺
节点逻辑器件产品良率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 高深宽比； 接触孔刻蚀； 侧壁形貌； 刻蚀选择比； 接触电阻； 刻蚀设备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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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ｏｌｅ Ｅ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 ４０ ｎ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ｏｄｅ
Ｈｅ Ｊｉｎｐｅｎｇ１，３ ，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ｎ２ ， Ｍｉｎｇ Ａｎｊｉｅ１，３ ， Ｆｕ Ｊｉａｎｙｕ１，３ ， Ｌｕｏ Ｊｕｎ１，３ ，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ｂｉｎｇ１，３ ， Ｃｈｅｎ Ｄａｐｅｎｇ１，３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ｏｄ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ｏｌ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４０ ｎｍ ｌｏｇ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ｔ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ｏ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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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Ｏ 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Ｏ ２ ａｆｔｅｒ ｅｔｃ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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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激光密集谱合束中 ＶＢＧ 的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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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并分析了半导体激光密集谱合束技术中体布拉格光栅 （ ＶＢＧ） 的热效应问题。

为了提高半导体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及其电光转换效率， 利用 ＣＯＭＳＯＬ 软件模拟了半导体激光器
中 ＶＢＧ 在自由传导散热和水循环冷却两种条件下的温度分布， 通过对比这两种条件下 ＶＢＧ 温度
对其中心波长漂移量及输出功率的影响， 分析了 ＶＢＧ 热效应变化。 模拟与实验结果表明， 水循
环冷却可以有效将 ＶＢＧ 的温度从 ３９０ ４４ Ｋ 降低到 ２９９ ０９ Ｋ， 减小了 ＶＢＧ 的波长漂移量， 有效
抑制了 ＶＢＧ 的热效应问题。 因此合理控制 ＶＢＧ 的温度， 可提高半导体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和电光
转换效率。

关键词： 半导体激光； 体布拉格光栅 （ ＶＢＧ） ； 水循环冷却； 热效应； 电光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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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压封装平面 ＬＥＤ 光源的耐候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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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层压封装的平面 ＬＥＤ 光源在高温高湿与水下环境的可靠性。 平面 ＬＥＤ 光源采
用标准层压工艺封装， 对封装后的 ＬＥＤ 模组进行高温高湿耐候试验与水下环境试验， 并与未封
装的 ＬＥＤ 模组进行对比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在环境温度为 ８０ ℃ 、 相对湿度为 ８０％， 模组工作
电流为 ３００ ｍＡ， 连续 ３３ 天高温高湿条件下， 层压封装的平面 ＬＥＤ 模组的照度变化和温度均高
于未封装的 ＬＥＤ 模组。 在 ４０ ℃ 水下环境下连续工作 ４００ ｈ， 层压封装的平面 ＬＥＤ 模组的照度略
有变化， 且光衰小于 １％。 因此， 层压封装能有效阻断外界高温高湿环境对 ＬＥＤ 模组可靠性的影
响， 更适合在常温水下照明应用。
关键词： 平面 ＬＥＤ 光源； 层压封装； 耐候实验； 可靠性； 水下环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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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８０ ℃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ｆ ８０％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３３０ ｍＡ ｆｏｒ
３３ ｄａｙ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４００ ｈ ｉｎ ４０ ℃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ｅ ＬＥＤ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ｃａ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Ｄ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ｌｉｇｈ⁃
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ｎｅ Ｌ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ＥＡＣＣ： ４２６０Ｄ

０

引言
发光二极管 （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ＬＥＤ） 固态

绿色照明光源具有寿命长、 电光转换效率高和功耗

低等优点， 近 １０ 年来已大规模运用于道路、 汽车、
景观、 室内外广告和植物补光等工程领域 ［１－３］ 。 在

基金项目： 重庆高校新型能源转换材料与器件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 ＣＸＴＤ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６）
通信作者： 高向明， Ｅ⁃ｍａｉｌ：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ｃｑｎ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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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方形扁平封装外观缺陷检测方法
汪威１ ， 李浩然１ ， 张开颜１ ， 李阳２ ， 吴兵硕２

（１． 湖北工业大学 现代制造质量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
２．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石家庄

４３００６８；

０５００５１）

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陶瓷方形扁平封装外观缺陷检测方法。 对于封装外形尺寸较
大而缺陷较细微的情形， 将待检片分为多个区域与标准样片进行比对检测。 首先通过 Ｆｏｅｒｓｔｎｅｒ

特征点检测法提取标准片图像的特征点， 然后使用随机抽样一致性 （ ＲＡＮＳＡＣ） 图像匹配算法，
将所有标准片图像拼接并融合生成一张标准片全幅面模板， 再将待检片分区与标准片模板进行序
贯比对， 以提取可疑区域， 最后利用支持向量机 （ ＳＶＭ） 分类器对可疑区域进行筛选分类。 实

验结果表明， 这种方法不仅克服了传统视觉检测过程中视野范围与图像分辨率相互制约的矛盾，
且对陶瓷方形扁平封装表面缺陷具有较高的检出率。
类器

关键词： 缺陷检测； 陶瓷方形扁平封 装； 图 像 拼 接； 样 本 提 取； 支 持 向 量 机 （ ＳＶＭ） 分
中图分类号： ＴＮ３０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 － ３５３Ｘ （２０１９） ０３ － ０２１０ － ０６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Ｑｕａｄ Ｆｌａ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 Ｗｅｉ１ ， Ｌｉ Ｈａｏｒａｎ１ ，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ｙａｎ１ ， Ｌｉ Ｙａｎｇ２ ， Ｗｕ Ｂｉｎｇｓｈｕｏ２

（１．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６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ｈｅ １３ 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ＥＴＣ，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５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ｑｕａｄ ｆｌａ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ｍａｇ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ｅｒｓｔｎ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ｔ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ｄ ｂ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ＲＡＮＳＡＣ）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ｕｌｌ⁃ｆｒａｍ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ＳＶ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ｑｕａｄ ｆｌａ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ｆ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ｑｕａｄ ｆｌａ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ＳＶ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ＥＡＣＣ： ７２１０Ｂ

基金项目：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１６ＣＦＢ５１３）
通信作者： 李浩然，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９８５６０４６６＠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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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消除浮空点并自锁存的老化预测传感器
徐辉 ａ ， 汪海 ｂ ， 孙侠 ｃ

（ 安徽理工大学 ａ．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ｂ．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ｃ．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摘要： 针对负偏置温度不稳定性引起的组合逻辑电路老化， 提出了一款消除浮空点并自锁存
的老化预测传感器。 该传感器不仅可以预测组合逻辑电路老化， 而且能够通过传感器内部的反馈
来锁存检测结果， 同时解决稳定性校验器在锁存期间的浮空点问题， 其延时单元为可控型延时单
元， 可以控制其工作状态。 使用 ＨＳＰＩＣＥ 软件进行仿真， 验证了老化预测传感器的可行性， 可以
适用于多种环境中且不会影响传感器性能。 与同类型结构相比， 该传感器的稳定性校验器能够对
检测结果进行自锁存， 使用的晶体管数量减少了约 ８％， 平均功耗降低了约 ２０％。

关键词： 传感器； 老化预测； 自锁存； 浮空点； 逻辑电路； 负偏置温度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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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Ｌ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Ｘｕ Ｈｕｉ ａ ， Ｗａｎｇ Ｈａｉ ｂ ， Ｓｕｎ Ｘｉａ ｃ

（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ａｉｎａｎ ２３２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ｌ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ｎｄ ｃａｎ ｌ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ｃａｎ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ｅｌａｙ 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ｄｅｌａｙ ｕｎ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ＨＳＰＩＣ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ａｎ ｌａｔｃｈ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８％，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２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ｌ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ＥＡＣＣ： ２５７０Ａ

基金 项 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 ６１４０４００１， ６１３０６０４６， ６１７０４００１ ） ； 安 徽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
（１８０８０８５ＱＦ１９６） ； 安徽省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 ＫＪ２０１４ＺＤ１２） ； 淮南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Ａ４０１１）
通信作者： 汪海， Ｅ⁃ｍａｉｌ： １２６３１３３０８６＠ｑｑ．ｃｏｍ

２１６ 半导体技术第 ４４ 卷第 ３ 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

９０ ｋＷ ／ ３ ０００ Ａ 高压大功率 ＩＧＢＴ 器件功率
循环测试装备研制
邓二平， 陈杰， 赵雨山， 赵志斌， 黄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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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高压大功率 ＩＧＢＴ 器件容量的进一步提升， 对考核其可靠性的功率循环测试装备

在测量精度、 测试效率和长期运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了挑战。 针对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用高压大功
率 ＩＧＢＴ 器件的测试需求， 基于现有功率循环测试方法， 增加了测试支路和辅助支路， 提高了测
试装备的测量精度和测试效率， 增强了装备的长期运行可靠性， 搭建了 ９０ ｋＷ ／ ３ ０００ Ａ 功率循环
测试装备。 针对应用于柔性直流输电的两种不同封装形式高压大功率 ＩＧＢＴ 器件———压接型 ＩＧＢＴ

器件和焊接式 ＩＧＢＴ 模块分别设计了相应的测试夹具， 满足了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的需求， 并基于
此装备对不同封装形式和电流等级的器件进行了 ４００ 多万次的功率循环测试， 验证了测试装备的
测试功能和长期运行可靠性。

关键词： 柔性直流输电系统； 压接型 ＩＧＢＴ 器件； 焊接式 ＩＧＢＴ 模块； 长期运行可靠性；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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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皮法级电容测试系统专用标准件的研制
乔玉娥， 梁法国， 丁晨， 刘岩， 翟玉卫， 郑世棋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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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了一套用于片上皮法级电容测试系统的电容标准件， 量值低至 １ ｐＦ， 频率达到
１ ＭＨｚ。 该电容标准件采用 ＧａＡｓ 衬底， 金属 － 绝缘层 － 金属 （ ＭＩＭ） 结构的电容器阵列实现， 其
标称值分别为 １， １０ 和 １００ ｐＦ。 为了消除由探针系统和外界环境引入的分布电容的影响， 在芯片

同一单元内设计了在片开路器， 电容测量准确度达到 ± １％。 建立了在片皮法级电容测量模型，
利用组建的可溯源在片定标装置对电容样片定标后， 进行重复性和稳定性考核， 最终研制出年稳
定性小于 ０ ４％的电容标准件一套。 测量结果及标准件应用表明， 研制的标准件可为片上皮法级
电容测试系统进行现场整体校准。

关键词： 片上皮法级电容测试系统； 在片开路器； ＭＩＭ 电容； 测量模型； 在片电容标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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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ｎ⁃ｃｈｉｐ ｐＦ⁃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ｃｈｉｐ ｏｐｅｎ； ｍ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ｍｅｔａｌ （ ＭＩＭ）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ｎ⁃ｃｈｉｐ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ＥＡＣＣ： ２５２０Ｄ

０

引言

片上皮法级电容测试系统以其可开展探针端面
皮法 级 小 电 容 测 试 的 优 势， 广 泛 应 用 于 以 下 领

域 ［１－２］ ： 半导体工艺过程监控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
ｎｉｔｏｒ， ＰＣＭ） 测试系统中通过对 ＰＣＭ 图形中在片
小电容的测量实现有效工艺监控； ＭＥＭＳ 晶圆片测
试系统中在片梳齿电容的筛选。 片上皮法级电容测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６７３２３７９６０＠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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