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功能性衬底，助推氮化物半导体发展

张国义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

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人工微结构与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应用大会-5G与新能源汽车-北京20201013



目 录

1

2

氮化镓衬底需求

目前现状

发展趋势3

4 对氮化物半导体的影响
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应用大会-5G与新能源汽车-北京20201013



1.8 2.0 2.2 2.4 2.6 2.8 3.0

1

2

3

4

5

6

7

B
an

d 
ga

p 
en

er
gy

 (
e
V

)

Bond length (Å) 

AlN

GaN

MgS

MgSe
ZnS

InN

ZnSe

CdTe

InPGaAs

ZnO
AlP

GaP AlAs

Direct band gap

Indirect band gap

Group III-nitrides: covering the wavelength region from UV to IR

InN-GaN-AlN system covers a wide range of spectrum InN(0.7eV )GaN(3.4 eV) AlN(6.2 eV)

氮化物引

领宽禁带

半导体发

展，更要

关注新型

宽禁带半

导体材料

的发展

氮化物半导体的主要特点

• GaN, AlN, InN 及其合金体系，
全部为直接带隙，构成高亮度发
光材料。

• 易于生成多层异质结构，形成
MQWs，SLS, 2DEG等结构，
有利于器件结构设计。

• 带隙范围覆盖了整个可见光到远
紫外波段，特别是在短波长方面，
目前是唯一最佳选择。

• 结构稳定，耐腐蚀，高温、长寿
命

• 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广泛的应用性



氮化物半导体的主要用途

• 高亮度紫外光、蓝光、绿光和白光光发射二极管

（LED），包括红光和红外光LED

• 紫外（UV）、蓝、绿光激光器（LD）

• 可见光盲的UV－光传感器

• 高温大功率场效应晶体管（FET）

• 高温稀磁半导体、自旋电子学器件

• 全太阳光谱光伏电池

六大应
用领域

主要分为光电子器件和电子

学器件两大领域。

这种应用的广泛性，决定了

对于衬底需求的多样性。

如光电子方面的应用，侧重

于光学方面的需求，如透光

性，出光效率等；对于电子

学方面，侧重于热导率，绝

缘性和迁移率等。



美国能源部2012年8月公布的SSL制造业R&D路线图

Of these, substrates have 
assumed a high level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due to the 
lack of an obvious best 
candidate and the impact of 
substrate selection on virtually 
all subsequent process steps. 

衬底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

性，衬底的选择，将影响

着随后的所有生产过程

GaN的衬底材料是如何发展的？

能够满足器件的需求吗？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对于氮化物半导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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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平板衬底

◆ 第二阶段：图形衬底的作用

◆ 图形衬底的种类

◆ 图形衬底的生长机制

◆ 图形衬底的发展趋势

◆ 第三阶段：功能性衬底

GaN衬底的发展历程

目前状态：

产业领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研究领域:

第三阶段



两步生长法

基于两步生长发，第一阶

段异质外延的平板衬底：

蓝宝石单晶衬底（Al2O3）

碳化硅单晶衬底（SiC）

硅单晶衬底（Si）

氮化铝单晶衬底

氧化锌单晶衬底

氧化镓单晶衬底

等等



Surface roughening

SEM of N-face GaN etching by KOH  for2min 

the light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thin-film rough-surface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has been 

achieved to more than 80% .

how to control the textured 

GaN surface direct the light out 

of the LED is not well-known 

yet. 

基于两步生长法，第二阶段异质外延的图形衬底：出光效率问题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PSS有利于：

Using tracepro to simulate the 

LED grown on 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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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位错密度，提高内量子效率

改变出射角，提高出光效率



图形衬底的种类

按照结构分类：

微米结构

纳米结构b

光子晶体结构

碳纳米管掩膜

按照功能分类

提高出光效率类

提高IQE类

降低应力类

提高热阻类

图形衬底的发展，给出了
衬底发展的一种趋势：
可以根据需要，设计不同
类型的图形衬底，出现了
功能性衬底的雏形。

制备方法分类：

干法刻蚀

湿法刻蚀

纳米压印

碳纳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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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衬底结构不同，制备方法不同，
导致生长方法和机制也不同，作用不同



Process SEM Image of Epitaxial 

Growth of GaN with PSS substrate

1200s 2400s

2000s

400s

1000s

U1 GaN

U2 GaN

Buffer

干法图形衬底的生长模式



生长动力学结果显示PSS有利于降低位错密度



图形衬底
的局限性：

1、基础是异质外延

2、核心技术是两步生长法

3、作用有改进和提高

4、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

同质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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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衬底和外延层属于同一种材料则称为同质外延，

如硅上外延生长硅。如果衬底材料和外延层是不同种

材料，则称为异质外延。

• 异质外延中的主要问题：

• 由于衬底与外延晶体晶格的失配引起的失配位错

• 由于热膨胀系数的差别在外延生长后的降温过程中产

生热应力，导致外延层出现裂纹，晶片弯曲

• 晶体极性的不同常常会引起反向畴缺陷

• 衬底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外延层的晶体质量，会产生位

错延伸，增殖，有的也会减少，杂质的重新分布分布

GaN同质外延和异质外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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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生长的基本模式

异质外延

蕴含的一种生长机制

衬底的依赖性不高,低温成核小，高温生长晶向选择性强，相同晶向边界自动对准，形成原子级光滑表面。

两步生长法



GaN生长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过程的简单图象

生长温度范围宽广：buffer到高温生长：500 ° C---1200° C

各向异性差异大：不同晶面生长速度不同

自我修复能力强：从buffer层到高温生长层，C-面生长形成

选择性生长性能好：侧向生长，选择性生长，

衬底适应能力突出：GaN，AlN, Al2O3, SiC, Si…….

器件性能对于缺陷容忍度高: LED在位错密度1010cm-2发光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藤冈洋的研究室开发出了利用溅射
法在玻璃基板上形成氮化镓（GaN）结晶构成LED的技。

该技术使基板及结晶生长的成本大幅降低，有望促进LED实现低成本化。
另外还存在低成本实现大面积LED的可能性。另外，之所以要在玻璃上铺
上石墨烯，是因为这样做可使氧化铝（AlN）及GaN的结晶品质得到大幅
提高。

制造效率超过MOCVD

新型制备技术



外延生长与衬底的关系：

生长过程，原则上主要

和衬底表面有关，是衬

底表面结构的向外延伸。

衬底下部主体的影响：

主要是晶格失配和热胀

系数失配产生的应力造

成的晶片翘曲，位错增

殖，残余应力等等。

GaN

复合衬
底模型支撑衬底



Ga-face GaN Film: 8~50um. 

Bonding Medium: High-melting-point.

Metal Substrate: 100~300um，High-melting-point. 

2”GaN/metal Template

×50

中镓半导体

技术路线一：激光剥离转移



衬底发展的可能性

GaN单晶衬底

面向激光器、5G射频等

GaN/金属复合衬底

面向半导体照明、射频器件等

GaN/Al2O3复合衬底

面向小间距/Micro LED显示等

作为2017年“国家战略性电子材料”立项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品

课题二：4英寸GaN单晶衬底产业化关键技术

课题四：新型模板衬底产业化应用技术

GaN/氮化铝复合衬底

面向半导体照明、功率器件等

中镓半导体



在覆石墨烯的金属钼衬底上GaN薄膜外延r

金属钼

GaN范德瓦尔外延

石墨烯

北大光电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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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有3层石墨烯的GaN/钼衬底表面

3层石墨烯的GaN/Mo的拉曼谱

GaN单晶

3层石墨烯

金属钼衬底

技术路线二：金属衬底上直接生长



氮化铝陶瓷基板上外延GaN单晶
北大光电院

高温GaN层

低温过渡层

AlN陶瓷基板

在4英寸AlN

陶瓷基板上

生长GaN单

晶薄膜表面

光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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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002）衍射峰

氮化铝陶瓷基板上外延GaN 单晶XRD （002）对称衍

射峰曲线，纵轴单位是强度，线性坐标（非对数坐

标），横轴单位是角度。

技术路线二：金属衬底上直接生长



 二维晶体过渡层(材料)—二维晶体的制备及其作为柔性缓冲层的应用

 衬底弱键合技术(结构)—柔性/导电基底上氮化物薄膜外延及器件制备

T＜ 1200℃

GaN

Sapphire

二维”牺牲”层

金属基底

北京大学
王新强教授等

技术路线三：弱连接机械剥离转移

石墨烯
作为过
渡层的
范德瓦
尔斯连
接技术



金刚石/氮化物异质外延生长HEMT

晶格失配~3.45%

日本NTT实验室

刘 斌教授等

热导率
W/cm.K

diamond 22

SiC 4.9

GaN 1.5



金刚石/氮化物异质外延

北大光电院

Process flow for creating GaN-on-diamond wafers (left),

structure and sectional morphology of GaN/AlN wafer

with diamond sacrificial carrier (right).

硅基金刚石多晶膜XRD

GaN on Diamond的技术方案主要有三种：

1. 在金刚石衬底上沉积生长氮化镓

2. 在氮化镓衬底上沉积生长金刚石

3. 在中低温下键合氮化镓与金刚石

自
支
撑
金
刚
石
多
晶
片

GaN-on-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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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TEC CONFIDENTIAL

New Engineered substrate (BP-GaN)

Free Standing GaN

Thin GaN Film on

Base wafer

Smart cut technology

FS-GaN

Base wafer
FS-GaN

12” SOI2~6” GaN

技术路线四：Smartcut转移（法国Soitec公司）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也在研发
日本住友



GaNoX

epitaxial 

growth

Wet etching
chip-cut & flip-
chip bond to heat-
sink

device 

processing

GaN on Mo LED

X

70% of EQE of on FS-GaN LED (maybe 

IQE is OK) (Affection from the transparency of sub)

processing for GaN on Mo (sol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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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结构

平面结构 LED

Al2O3 substrate

竖直结构LED

衬底对器件结构的影响



采用GaN/金属复合衬底的LED结构

LED市场巨大：2018

年度统计，产值达

到6700亿，按5%衬

底市场计算，335亿，

且市场成熟。

成本低，利润高。

两条技术路线，有

待深入开发

激光剥离转移技术

金属衬底直接生长



• 异质外延－同质外延 增加内量子效率，提高寿命

• 低位错，低热阻 降低DROOP效应

• 竖直电流分布 易于增加电流功率

•便于制备表面结构 提高出光效率

•上下电极结构 增加发光面积

•工艺简单 有利于降低成本

VSLED的比较优势

与平面结构LED相比：



目前主要应用目标-电动汽车
汽车电子+5G 提速，打

开市场增长空间；

新能源汽车系统架构中

涉及到功率半导体应用

的组件包括：电机驱动

器、车载充电器（OBC）

/非车载充电桩、电源转

换系统（车载DC/DC）；

预计汽车半导体市场

2020 年将达到70 亿美元

GaN 射频器件市场规模

达5.37 亿美元。

根据英飞凌的统计，

平均一辆传统燃油车

使用的半导体器件价

值为355 美元，而新

能源汽车使用的半导

体器件价值为695 美

元，几乎增加了一

倍；其中功率器件增

加最为显著，由17 

美元增加至265 美

元，增加了近15 

倍。

GaN 快充市场已经快

速开启



未来5G一定会产生想象不到的新应用

5G新基建既是基建工程项目、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也是信息服务项目。它不仅带动基
站建设、机房建设、线路工程建设，还会带
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信息消费，促进
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推动电子政务的
发展及智慧城市的建设。

邬贺铨院士，2020.04.28 5G和网络发展战略研讨会

5G新基建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

技术成熟性

运维成熟性

产品成熟性

市场成熟性

安全可靠性



Structure of Si IGBT

MOSFET + HBT

CF4 treatment to achieve

normally-off condition

Lateral structure

V
ertical stru

ctu
re

GaN单晶

金属钼衬底

金刚石 氮化铝陶瓷 碳化硅蓝宝石 单晶硅

过渡层

根据不同器件结构和性能

要求，选择具有不同性能

参数指标的复合衬底，达

到简化制备程序，提高器

件性能，降低成本的目的

可能的功能性衬底



总 结

1. GaN材料的生长特性和器件的需求决定功能衬底的

可能性

2. GaN-基器件的多样性需求，决定了功能衬底的多

样性，功能衬底的选择应当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3. 使用不同的功能衬底，一定要优化出相应的生长

工艺条件

4. 功能衬底的发展，会推动氮化物半导体的发展

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应用大会-5G与新能源汽车-北京20201013



Thank You

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应用大会-5G与新能源汽车-北京2020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