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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电源抑制比的曲率补偿带隙基准电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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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０ １３ μｍ ＣＭＯＳ 工艺设计了一个高阶曲率补偿带隙基准电压源， 该带隙基准电压

源具有低温度系数和高电源抑制比 （ ＰＳＲＲ） 。 通过高阶曲率补偿电路得到低温度系数； 在该带
隙基准电压源的核心电路中， 使电流镜管的栅源电压保持恒定值来实现在一定频段下的 ＰＳＲＲ 增
强。 利用 Ｃａｄｅｎｃｅ 工具进行了仿真， 并进行了流片验证， 测试结果表明， 该带隙基准电压源具有
恒定的 １ ２ Ｖ 基准电压， 在 － ４５ ～ １６５ ℃ 内， 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为 ３ ９５ × １０ －６ ／ ℃ ； ＰＳＲＲ 在

１０ ｋＨｚ下为 ７４ ７ ｄＢ， 在 １ ＭＨｚ 下为 ４２ ｄＢ； 电路启动时间为 １ ４ μｓ。 该设计已应用于高精度嵌
入式电源管理芯片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中。

关键词： 带隙基准电压源； 高电源抑制比 （ ＰＳＲＲ） ； 低温度系数； 曲率补偿； 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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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了一种带有曲率补偿的低功耗带隙基准电压源电路。 该基准源电路主要由启动电

路、 运算放大器、 正温度系数 （ ＰＴＡＴ） 电路、 负温度系数 （ ＣＴＡＴ） 电路和曲率补偿电路组成。
电路中采用 ＭＯＳＦＥＴ 替代传统双极结型晶体管作为 ＣＴＡＴ 来源， 并在一阶带隙基础上结合高阶曲
率补偿技术， 以降低温度系数、 提高线性度。 基于 ＣＳＭＣ ０ １８ μｍ 工艺设计了该带隙基准电压源
芯片， 并将其应用于一种超低功耗的模数转换器 （ ＡＤＣ） 中。 在完成 ＡＤＣ 的流片后对带隙基准
电压源单独进行参数测试， 结果显示在 １ ８ Ｖ 电源电压下， 输出电压为 ５５９ ｍＶ， 在 － ４０ ～ １３０ ℃
内， 温度系数为 ６ ４７ × １０ －６ ／ ℃ ， 电源抑制比为 － ５４ ２６ ｄＢ， 总工作电流仅为 ０ ４８ μＡ， 芯片面积
为０ ００３ ７ ｍｍ ２ 。

关键词： 带隙基准； 低功耗； 曲率补偿； 温度系数； 模数转换器 （ Ａ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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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了一款低相位噪声的可编程分频器， 主要用于高鉴相频率的锁相环频率源中。 电

路设计采用 ２ ／ ３ 分频器级联结构， 通过数选电路实现连续可变分频。 从相位噪声产生机理、 噪声
来源及相位噪声与抖动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影响分频器相位噪声的关键因素， 通过工艺选择、 电路
设计和仿真分析来优化分频器的相位噪声。 采用 ０ １３ μｍ ＳｉＧｅ ＢｉＣＯＭＳ 工艺进行了设计仿真和流
片， 芯片面 积 为 １ ３ ｍｍ ２ 。 测 试 结 果 表 明： 该 分 频 器 最 高 工 作 频 率 为 ２０ ＧＨｚ， 电 源 电 压 为
＋ ３ ３ Ｖ， 最大电流为 ８０ ｍＡ， 可实现 １ ～ ３１ 连续分频， 在输入 ６ ＧＨｚ 正弦波信号下 ２０ 分频时的
相位噪声为 － １４５ ｄＢｃ ／ Ｈｚ＠ １ 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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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分频器作为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 是一种

能够把输入高频信号经过处理输出低频信号的装
置。 通常使用触发器电路或锁存器电路来实现分频
器， 广泛应用于频率合成器、 正交信号生成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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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车载以太网物理层芯片的降压电路
赵杰友， 李海华

（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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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给车载以太网物理层芯片内部的数字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 设计了一种 ３ ３ Ｖ 转

换到 １ ２ Ｖ±２５ ｍＶ 的 ＤＣ⁃ＤＣ 降压 （ Ｂｕｃｋ） 电路。 电路采用恒定导通时间控制模式， 包括片内集
成的软启动电路、 定时器、 过零检测电路和死区时间控制电路。 该 Ｂｕｃｋ 电路基于 ＳＭＩＣ ０ １３ μｍ

ＣＭＯＳ 工艺实现， 并已集成到物理层芯片内部。 测试结果表明， 电 路 能 够 实 现 ３ ３ Ｖ 转 换 到

１ ２ Ｖ±２５ ｍＶ 的功能； 带载电流为 １００ ９ ｍＡ， 转换效率达到 ９１％； 定时器产生的恒定导通时间
为 ４１０ ｎｓ； 启动过程中输出电压变化较为平稳， 没有过冲， 最后稳定在 １ １９４ Ｖ±２５ ２５ ｍＶ， 启
动时间为 ２５０ μｓ。

关键词： 物理层； 开关稳压器； 降压 （ Ｂｕｃｋ） 电路；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 软启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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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求， 因此车载以太网芯片应运而生 ［１］ 。 车载以太

随着汽车科 技 化、 智 能 化、 网 络 化 的 不 断 发

性强及网络聚合便捷的车载网络。 目前市场上， 恩

娱乐系统、 车联网系统、 云服务及大数据等新兴技

用的供电方案是外部 ３ ３ Ｖ 单电源供电， 内部集成

０

展， 汽车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 ＡＤＡＳ） 、 高清车载
术在车辆上的应用， 现有车载总线无法满足当前需

网实现了现代汽车高带宽、 可开放、 可扩展、 兼容
智浦已经推出了以太网收发器 ＴＪＡ１１００， 该产品采
了 １ ８ Ｖ 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 ＬＤＯ） ［２］ 。 国内也

通信作者： 李海华，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ｈａｉｈｕａ＠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２

９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５

Ⅲ⁃Ⅴ ／ Ｓｉ 混合集成波导高效耦合的容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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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Ⅲ⁃Ⅴ ／ Ｓｉ 混合集成的反馈外腔半导体光源及其相关集成器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大容差范围是该类器件提高成品率和降低制备成本的有效途径。 采用有限差分光束传播法， 针对
应用于大尺寸Ⅲ⁃Ⅴ ／ Ｓｉ 混合集成波导的双锥形耦合器结构进行了仿真， 研究了实现高效耦合结构
参数容差范围。 结果表明， 当Ⅲ⁃Ⅴ材料有源波导中缓冲层厚度为 ０ ５ ～ ０ ７ μｍ， 有源波导锥形区

长度为 ４００ ～ ８００ μｍ， 锥形区尖部宽度为 ０ ５ ～ ０ ５５ μｍ， 有源波导增益区宽度为 ２ ９ ～ ３ １ μｍ，
无源波导锥形区的长度超过 ５００ μｍ， 有源波导相对于 Ｓｉ 波导的偏移量小于 １ μｍ 时， Ⅲ⁃Ⅴ ／ Ｓｉ

混合集成波导的耦合效率均可达到 ９０％以上。 研究双锥形Ⅲ⁃Ⅴ ／ Ｓｉ 波导高效耦合参数的容差范围
可为下一步制备出高效耦合的该类大尺寸混合集成器件提供参考。

关键词： Ⅲ⁃Ⅴ ／ Ｓｉ 混合集成波导； 耦合效率； 双锥形耦合器； 有限差分光束传播法 （ ＦＤ⁃

ＢＰＭ） ； 容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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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栅纳米线 ＦＥＴ 自热效应及微尺度空间效应研究
黄宁１ ， 赵婉婉１ ， 刘伟景１ ， 杨婷２ ， 李清华３

（１． 上海电力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上海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０； ２． 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 ３．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 研究了纳米线高度与纳米线宽度对 ５ ｎｍ 制程垂直堆叠式环栅纳米线场效应晶体管

（ ＧＡＡ ＮＷＦＥＴ） 中自热效应及微尺度空间效应的影响机理。 利用 Ｓｅｎｔａｕｒｕｓ ＴＣＡＤ 软件对不同尺
寸的纳米线器件性能进行仿真， 采用控制变量法， 以 ０ ５ ｎｍ 为步长， 分别将纳米线高度及宽度
从４ ｎｍ增加至 ８ ｎｍ。 仿真结果表明， 当纳米线高度及宽度分别取 ４ ｎｍ 和 ６ ５ ｎｍ 时， 可最大程
度规避微尺度空间效应对载流子迁移率的影响， 并有效提升散热能力， 使器件开态电流增加

４４ ４％， 沟道热学电阻减小 ６０ ３％。 此外， 设置纳米线高度为 ４ ｎｍ， 依次将顶部 ／ 中部 ／ 底部沟
道的纳米线宽度从 ６ ５ ｎｍ 增加至 ８ ｎｍ， 发现当底部沟道的纳米线宽度相等时， 增加靠近体硅处
的沟道宽度更有利于改善器件的电热性能。

关键词： 环栅； 垂直堆叠结构； 自热效应； 微尺度空间效应； 纳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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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ｎｍ ＣＭＯＳ 工艺中应力对 ＭＯＳ 器件饱和电流的影响
陈晓亮１，２ ， 陈天２ ， 钱忠健２ ， 孙伟锋１

（１． 东南大学 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京
２． 无锡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６１）

２１１１８９；

摘要： 在深亚微米 ＣＭＯＳ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 应力对 ＭＯＳ 器件性能的影响已经不可忽略。

应力可以改变半导体载流子的迁移率， 因此影响 ＭＯＳ 器件的饱和电流。 通过对不同版图布局的
ＭＯＳ 器件饱和电流进行分析， 研究了 １３０ ｎｍ ＣＭＯＳ 工艺中浅槽隔离 （ ＳＴＩ） 和金属硅化物引起的
应力对器件饱和电流的影响。 结果表明， 器件沟道长度方向的 ＳＴＩ 应力使 ＰＭＯＳ 器件饱和电流提
高 １０％左右， 同时使 ＮＭＯＳ 器件饱和电流降低 ２０％ ～ ３０％； 而沟道宽度方向 ＳＴＩ 应力使 ＮＭＯＳ 器
件饱和电流降低 １６％ ～ ２０％， 使 ＰＭＯＳ 器件饱和电流降低 １４％。 相对来说， 除了沟道长度方向的
金属硅化物拉伸应力对 ＮＭＯＳ 器件影响较大外， 金属硅化物引起的其他应力对 ＭＯＳ 器件性能的
影响较弱。 通过对 １３０ ｎｍ ＣＭＯＳ 工艺应力的分析， 可以指导版图设计， 从而改善器件和电路
性能。

关键词： 浅槽隔离 （ ＳＴＩ） ； 金属硅化物； 饱和电流； 应力； 版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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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在悬栅状微结构支架上涂覆银纳米线， 制备出亚微米级孔径的微电子机械系统

（ ＭＥＭＳ） 过滤芯片， 并研究了该芯片的颗粒过滤性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利用感应耦合等离子
体 （ ＩＣＰ） 深硅刻蚀工艺， 在二氧化硅片上双面刻蚀形成悬栅状结构。 随后， 利用分散液中银纳
米线的均匀分布性和高比表面积， 将高长径比的银纳米线均匀地涂覆到此结构的亲水性二氧化硅
层上。 干燥后， 在重力及液体挥发作用下银纳米线和支架层紧密贴合， 制成覆盖银纳米线过滤层
的硅基 ＭＥＭＳ 过滤芯片。 与硅基支架结构相比， 覆盖较低质量浓度银纳米线的芯片对 ＰＭ １０－２ ５ 的
过滤效率提高了 ２ ５ 倍， 达到 ７３ ７９％， 压差仅增加了 ３０ Ｐａ （ 空气流速为 ０ ３３ ｍ ／ ｓ） 。 当芯片覆
盖有较 高 质 量 浓 度 的 银 纳 米 线 时， ＰＭ ２ ５ 过 滤 效 率 达 到 ８６ ６３％； ＰＭ １０－２ ５ 过 滤 效 率 上 升 到

９６ ６７％。 在相同测试条件下， 过滤芯片压差增加到 １ ２００ Ｐａ。

关键词： 微电子机械系统 （ ＭＥＭＳ） ； 二氧化硅；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 （ ＩＣＰ ） 刻蚀； 颗粒过

滤； 银纳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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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ｏｗｉｒ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ｗａ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ｂａ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Ｍ １０－２ ５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ｐ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ｌｏｗｅ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２ ５ ｔｉｍｅ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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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Ｃ 波段的薄膜体声波谐振器滤波器
李丽１ ， 赵益良２ ， 李宏军１

（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石家庄
２．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辽宁 大连

０５００５１；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 研制了一种工作于 Ｃ 波段的薄膜体声波谐振器 （ ＦＢＡＲ） 滤波器。 首先利用 ＦＢＡＲ 的

一维 Ｍａｓｏｎ 等效电路模型对谐振器进行设计， 然后采用实际制作的谐振器模型构成阶梯型结构
ＦＢＡＲ 滤波器， 利用 ＡＤＳ 软件对 ＦＢＡＲ 滤波器进行电路原理图以及版图设计优化。 仿真结果表
明， 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为 ５ ５ ＧＨｚ， 中心插损为 １ ７９ ｄＢ， １ ｄＢ 带宽为 １１５ ＭＨｚ， ５ ３ ＧＨｚ 处抑制

为 ４０ ２９ ｄＢｃ， ５ ７ ＧＨｚ 处抑制为 ６４ ３２ ｄＢｃ。 采用空气隙结构实现了 Ｃ 波段 ＦＢＡＲ 滤波器芯片，
并采用陶瓷外壳进行气密封装。 测试结果显示， 滤波器的中心插损为 ２ １９ ｄＢ， １ ｄＢ 带宽为

１１１ ＭＨｚ， ５ ３ ＧＨｚ 处抑制为 ２６ ８８ ｄＢｃ， ５ ７ ＧＨｚ 处抑制为 ６０ ９６ ｄＢｃ。 对测试结果与仿真结果
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薄膜体声波谐振器 （ ＦＢＡＲ） ； 滤波器； Ｃ 波段； 一维 Ｍａｓｏｎ 模型； 空气隙；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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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９ ｄＢ， ｔｈｅ １ ｄＢ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ｉｓ １１１ ＭＨ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５ ３ ＧＨｚ ａｎｄ ５ ７ ＧＨｚ ａｒｅ ２６ ８８ ｄ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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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ＥＡＣＣ： １２７０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４６３９７９１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２

９５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１０

用于辐射探测器的低 Ｆｅ 掺杂半绝缘 ＩｎＰ 材料
王丽１ ， 陈春梅２ ， 田树盛２ ， 黄子鹏２ ， 邵会民３ ， 王阳３ ， 付莉杰３

（１． 装备发展部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天津

３．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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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４０１；

摘要： 基于半绝缘 ＩｎＰ 衬底的辐射探测器在 Ｘ 射线成像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半绝缘

ＩｎＰ 衬底中 Ｆｅ 的掺杂量对 ＩｎＰ 基辐射探测器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液封直拉 （ ＬＥＣ） 法和垂
直梯度凝固 （ ＶＧＦ） 法生长了掺 Ｆｅ 半绝缘 ＩｎＰ 单晶， 并对普通 Ｆｅ 掺杂 （０ ３ ｇ ／ ｋｇ） 和低 Ｆｅ 掺
杂的 ＩｎＰ 单晶的电参数特性、 光学特性及辐射特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测试数据表明 ＶＧＦ 生长
的 ＩｎＰ 单晶的位错密度小于 ５００ ｃｍ －２ ， 缺陷非常少。 但 ＶＧＦ 必须使用多晶 ＩｎＰ 作为原料， Ｆｅ 的

掺杂量不能低于 ０ ３ ｇ ／ ｋｇ， 造成晶体中的杂质含量较高。 低 Ｆｅ 掺杂 ＬＥＣ 生长的 ＩｎＰ 单晶的掺杂
量只有普通掺杂的一半， 经过退火， 低 Ｆｅ 掺杂 ＬＥＣ 生长的 ＩｎＰ 的电阻率达到 ４ ９ × １０ ７ Ω·ｃｍ，
迁移率达到 ４ ４１０ ｃｍ ２ ·Ｖ －１ ·ｓ －１ ， 位错密度小于 １ × １０ ４ ｃｍ －２ ， 显示出了较好的半绝缘特性且晶体
质量良好。 使用低 Ｆｅ 掺杂半绝缘 ＩｎＰ 制成的辐射探测器显示出了良好的性能。

关键词： 磷化铟 （ ＩｎＰ） ； 晶体生长； Ｆｅ 掺杂； 半绝缘； 辐射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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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ａ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ＶＧ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ｐ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３ ｇ ／ ｋｇ，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ｉｍｐ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Ｔｈｅ ｄｏｐ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ｅ⁃ｄｏｐｅｄ ＬＥＣ⁃ｇｒｏｗｎ ＩｎＰ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ｉｓ ｏｎｌｙ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ｏｐ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ｗ Ｆｅ⁃ｄｏｐｅｄ ＬＥＣ⁃
ｇｒｏｗｎ ＩｎＰ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４ ９ × １０ ７ Ω·ｃｍ，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４ ４１０ ｃｍ ２ ·Ｖ －１ ·ｓ －１ ，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 １０ ４ ｃｍ －２ ，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ｇｏｏｄ ｓｅｍｉ⁃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ｍａｄｅ ｏｆ ｌｏｗ Ｆｅ⁃ｄｏｐｅｄ ｓｅｍｉ⁃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Ｐ ｓｈｏｗｓ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Ｐ；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ｅ ｄｏｐｉｎｇ； ｓｅｍｉ⁃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通信作者： 陈春梅， Ｅ⁃ｍａｉｌ： ｃｃｍ２５３６５６８７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９５６ 半导体技术第 ４４ 卷第 １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９０ ／ ｊ．ｃｎｋｉ．ｂｄｔｊｓ．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１

一种锂离子电池管理芯片的失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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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种锂离子电池管理芯片的失效定位进行了研究。 某单机在测试时由于锂离子电
池管理芯片失效， 导致所采集的电压数据间歇异常跳变。 经一致性分析， 发现失效锂离子电池管
理芯片老炼后的转换功耗和回读功耗与同批次芯片相比异常增加。 通过微光分析和版图对比， 发

现失效芯片中菊花链电流比较器的 ＮＭＯＳ 管存在漏电缺陷。 对比较器工作原理进行进一步分析，
并分析了 ＳＣＬＫ 接口和 ＣＮＶＳＴ 接口的翻转阈值与功耗变化量之间的关系， 确认了芯片失效是由
于 ＮＭＯＳ 管漏电所导致， 且通过电老炼可以暴露 ＮＭＯＳ 管的漏电缺陷。 最后， 针对器件功耗变
化量与内部 ＮＭＯＳ 管漏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仿真和计算， 定量验证了锂离子电池管理芯片老炼
后功耗的增加是由于比较器 ＮＭＯＳ 管漏电引起的。

关键词： 锂离子电池管理芯片； 失效； 比较器； 功耗； 翻转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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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ＦＲＤ 芯片准 ＴＣＰ 电流的 ＩＧＢＴ 模块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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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变流器 超 同 步 等 工 况 下， 绝 缘 栅 双 极 晶 体 管 （ ＩＧＢＴ） 模 块 中 的 快 恢 复 二 极 管

（ＦＲＤ） 相比于 ＩＧＢＴ 更容易老化， 因此， 对 ＩＧＢＴ 模块中 ＦＲＤ 状态的在线监测至关重要。 通过
理论与实验研究了 ＦＲＤ 正向特性曲线的温度依赖性， 并定义了准温度补偿点 （ ＴＣＰ） 电流， 基
于此提出了在线监测 ＩＧＢＴ 模块中 ＦＲＤ 键合线老化状态的方法。 该方法无需结温测量， 只需在
ＦＲＤ 正向特性曲线的准 ＴＣＰ 电流下监测正向压降， 即可对 ＦＲＤ 和整个 ＩＧＢＴ 模块的健康状态进

行评估。 实验测量得到了 ＩＧＢＴ 和 ＦＲＤ 芯片的输出 ／ 正向特性曲线在不同键合线数量下的差异，
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并与 ＩＧＢＴ 芯片的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 发现该方法在应用于 ＦＲＤ 时灵
敏度更高。

关键词： 在线监测； ＩＧＢＴ 模块； 快恢复二极管 （ ＦＲＤ） ； 温度补偿点 （ ＴＣＰ） ； 键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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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集成电路中硅通孔复合故障的检测与诊断
尚玉玲 ａ ， 谭伟鹏 ａ ， 李春泉 ｂ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ａ．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ｂ． 机电工程学院， 广西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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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硅通孔 （ ＴＳＶ） 制造工艺中， ＴＳＶ 不可避免会出现电阻开路和电流泄漏同时存在的

复合故障， 且相比 ＴＳＶ 单一故障， 复合故障会大大降低三维集成电路的可靠性。 以 ＴＳＶ 作为环
形振荡器的负载， 以环形振荡器的振荡周期与占空比为测试参数， 提出了一种基于粒子群优化
（ ＰＳＯ） 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 ＬＳＳＶＭ） 的故障诊断模型。 利用不同故障类型的振荡周期与占
空比的数据来训练 ＬＳＳＶＭ， 采用 ＰＳＯ 优化 ＬＳＳＶＭ 的结构参数， 提高了模型诊断的效率与正确
率。 仿真结果表明， 该方法不仅能够检测出故障， 还可以将故障进行分类， 即开路故障、 泄漏故
障以及不同程度的复合故障。 采用 ＬＳＳＶＭ 的平均故障诊断正确率为 ９５ １７％， 而采用 ＰＳＯ 优化
后的 ＬＳＳＶＭ， 平均故障诊断正确率达到 ９７ １７％。

关键词： 硅通孔 （ ＴＳＶ） ； ＴＳＶ 复合故障； 集成电路； 粒子群优化 （ ＰＳＯ） ； 最小二乘支持向

量机 （ ＬＳＳＶＭ） ； 环形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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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红外测温中功率器件的边缘效应及其修正
邹学锋， 丁立强， 翟玉卫， 刘岩， 梁法国， 李灏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要： 针对显微红外热成像中对功率器件进行测温时边缘效应引起的测温误差， 提出了采用
精密位置调节装置进行修正的方法。 分析了显微红外测温中边缘效应产生的原因， 认为热膨胀等
因素造成了被测功率器件表面两种不同发射率的材料与显微红外热像仪相对位置发生改变， 并在
两种材料的边缘区域导致明显的测温误差。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被测件与显微红外热
像仪相对位置改变方向的方法， 并用显微红外热像仪进行了实验验证。 根据被测件表面不同材料
的发射率以及测温误差的正负可以判断被测件位置改变的方向， 采用精密位移装置补偿这一位置
改变即可有效消除边缘效应引起的测温误差。
关键词： 显微红外热成像； 边缘效应； 发射率； 位移； 测温误差； 功率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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