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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子复兴计划及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启示

蒋安平 1, 张 植 2 

（1.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2. 火箭军装备部驻北京地区第四军代表室，北京 100037）

摘  要：集成电路器件缩微技术发展到今天，正逐步接近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极限。在后摩尔时代美国半导体领域面临着多重挑战，为

了在全球电子业发生变革的新时期继续强化美国电子技术优势，捍卫其霸主地位，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2017 年 6 月启动了“电子

复兴计划”。本文分析了美国电子复兴计划的背景、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前期先导项目设置、第 I 阶段项目、第 II 阶段项目、发展领域的

更新、国防应用项目等情况，揭示了美国电子复兴计划在项目设置、项目实施、项目管理、技术转化等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

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电子复兴计划；自主可控；摩尔定律

中图分类号：TN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 and Suggestions to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Chips in China

Jiang Anping1, Zhang Zhi2

( 1.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2.The 4th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Equipment Department of the 

PLA Rocket Force in Beijing,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circuit technology and scaling down of device size are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limitation of 
phys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post-Moore era, the semiconductor field of United States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dvantages and keep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for the new era, DARPA launched 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 (ERI) 
in June 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ERI, organiz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of DARPA, pilot projects setting, 
phase I projects, phase II projects, renewal of development fields, etc. More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in projects setting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transitioning, etc. of ERI are discus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chips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ERI）;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Moore's law

0 引言

集成电路技术是现代信息产业与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自 1958 年发明以来，集成电路技术基本是

按照摩尔定律以指数级的规律高速发展，为电子工

业和整体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随着集成

电路加工工艺特征尺寸逐渐接近物理极限，工艺复

杂度与研发周期等不断增长，研发成本快速增加，

在经济方面也面临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通过创新

来解决这些面临的问题。同时，在新的国际政治形

势下，集成电路技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各国都将

集成电路技术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进行考虑

和布局。在这种整体形势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

计 划 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提出了电子复兴计划（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ERI，以下简称ERI计划），

旨在从材料、体系结构和设计等方面解决摩尔定律因

器件尺寸缩减等因素所面临的问题，保持美国在半导

体技术的领先地位，加速其电子技术及系统的生产力

增长和性能提升，为其国家电子基础与国防服务。本

文将针对美国 ERI 计划的背景和项目设置与演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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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

展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1 DARPA ERI 计划背景

集成电路器件缩微技术按照摩尔定律发展到今

天，正逐步接近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极限，DARPA 称

这个点为摩尔拐点（Moore’s Inflection）[1]。为了解

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创新和变革来保

持活力，继续推动集成电路的发展。

在后摩尔时代美国半导体领域的开发和制造面

临着三重挑战，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的成本飞涨限制

了技术创新、美国之外的投资等因素造成美国半导体

本土市场逐渐流失、持续向通用化和抽象化的发展遏

制了硬件潜力增长等 [1]。具体说来，在设计成本方面，

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相应的产品设计成本也在逐年

增加。适合 65nm 工艺的主流产品设计成本为 0.29

亿美元；28nm 产品的设计成本涨至 0.7 亿美元；当

加工工艺达到 20nm 时，设计成本达到 2.3 亿美元；

当今 7nm 工艺的产品其设计成本达到 4.46 亿美元，

其中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成本约占 45%[2]。

在投资方面，美国报告认为：中国计划在其制造能力

发展方面投资 1500 亿美元。截至 2015 年，中国已经

开始建设 26 条新的 300mm 半导体加工线，成立了

1300 家 fabless 初创公司。这种情况对市场情况造成

了影响。在设计抽象化方面，设计和制造复杂度的提

高带来了抽象层次增加。从底层的发明到上层能赚钱

的部分之间存在太多的步骤，严重阻碍了投资 [1]。这

些因素使美国感到工业和军事能力受到了威胁。

从集成电路芯片技术发展的过程看，目前已经经

历了3次大的浪潮，包括：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VLSI）等为代表的芯片技

术、以后道工艺（Back End Of Line，BEOL）技术

等为代表的芯片技术、以先进光刻和鳍型场效应晶体

管技术（Fi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FinFET）为

代表的芯片技术等 [3]，在这 3 次技术浪潮中美国都起

着关键作用。目前面临第四次技术浪潮。

2017 年 1 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CAST）发表了名为《确保美国

半导体的长期领导地位》（Ensuring Long-Term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的报告 [4]。在

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半导体的崛起，对美国已经构成

了“威胁”，PCAST 委员会对此提出的策略包括：

通过更快行动赢得竞赛、聚焦半导体前沿技术、聚焦

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力量、预判中国对美国行动

的反应、加强贸易和投资规则等。

通过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在电子行业感

受到来自技术、市场、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挑战。为

在全球电子业发生变革的新时期继续强化美国电子技

术优势，捍卫其霸主地位，DARPA 于 2017 年 6 月

启动了从全行业角度进行布局的电子复兴计划即 ERI

计划，将在随后五年内投资约 15 亿美元，旨在解决

半导体技术的制程瓶颈并应对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的

挑战 [3]。其目标是通过电子技术发展第四次浪潮中的

合作创新，在 2025 年～ 2030 年形成美国的国家电子

工业能力。在这一过程中，ERI 计划要解决的主要技

术挑战包括：驱动未来电路性能提升、遏制集成电路

设计费用猛涨、解决数据爆炸问题以及实现微电子安

全等。

ERI 计 划 由 DARPA 的 微 系 统 技 术 办 公 室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Office，MTO） 负

责管理。MTO 是 DARPA 的 6 个技术项目办公室

之一 [5]。DARPA 是典型的扁平化项目管理组织。

每年大概有 30 亿美元的预算分配给 200 多个研究

项目。DARPA 以项目经理人制度为重要基础，实

行项目经理人负责制，共有 100 名左右项目经理人
[6]。项目经理通过精心挑选聘用，具备较高专业素

质和企业家精神，有丰富项目投资经验，既懂技术

又懂管理，并有高度的自主决策权。所有的工作都

围绕和依靠项目经理展开，由项目经理全权负责项

目全流程：从构思、确定研究方向、选题、公开招

标、方案甄选、研究团队选取、本项目经费分配，

到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度把控、项目完成质量、

以及项目成果应用推广等。项目经理的任期一般为

3 年～ 5 年，项目经理基本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

所选择的项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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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RPA ERI 计划项目设置与演进情况

ERI 计划经历了前期先导项目设置、正式启动、

第 I 阶段、第 II 阶段以及发展领域划分的调整等，一

些关键时间节点包括：

● 2017 年 6 月：启动 ERI 计划。

● 2018 年 7 月：启动 ERI 计划第 I 阶段项目（Page 

3 项目）。

● 2018 年 11 月：启动 ERI 计划第 II 阶段工作。

● 2020 年：DARPA 对 ERI 计划进行了更新，提出

了四个关键的发展领域。

2.1 ERI 计划之前的先导性项目

ERI 计划并非从零开始，在此之前便有相关概

念和研究项目。DARPA 微系统办公室（MTO）从

2015 年底到 2017 年陆续启动了一些项目，重点研究

集成电路快速设计、模块化芯片构建、新架构处理器

搭建等关键技术，这些项目成为 ERI 计划的先导。

ERI 项目最初设置的 3 个主要方向包括材料与集成、

体系架构和设计，来自于Gordon Moore 早年发表的

论文。其中材料和集成方向探索利用非传统电路元件

来显著提高电路性能，旨在为下一代逻辑和存储器件

提供候选材料，聚焦集成多种半导体材料的单芯片，

兼具处理和存储功能的“粘性逻辑”器件以及器件的

垂直集成方法。架构方向研究专用功能所需的最优电

路结构，探索更多的技术机会，例如根据软件需求进

行调整的可重构物理架构、加速器组合架构等。设计

方向重点开发快速设计和实现专用电路的工具。专用

电路的运行速度更快、能耗更低，但开发成本高、耗

时长，新的设计工具和开源设计方式将带来变革性的

影响，实现专用电路的快速、低成本开发 [3]。

2017 年及之前的先导性项目包括：

● 通用异构集成和知识产权重用策略项目（Common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and IP Reuse 

Strategies，CHIPS）：旨在开发能发挥国防和商

业设计与工艺技术最强优势的模块化集成电路设

计工具和集成标准，实现裸片层次的模块化电路

快速集成。

● 分层识别验证开拓项目（Hierarchical Identify 

Verify Exploit，HIVE）：目标是不依赖美国本

土的数据中心，在战场侧完成图分析，在最底层

实现实时传感器融合与利用能力并提供更强的环

境感知能力。

● 更快速的集成电路实现项目（Circuit Realization 

At Faster Timescales，CRAFT）：目标是采用前

沿CMOS工艺技术驱动快速设计敏捷性、高性能

定制集成电路设计方法的发展，同时驱动国防领域

采用最好的商业制造与设计技术，以使国防系统在

低功耗的同时可以获得性能方面数量级的增长。

● 毫米波数字阵列项目（Millimeter Wave Digital 

Arrays，MIDAS）：目标是开发数字相控阵基础

级技术，赋能下一代国防毫米波系统，形成具有

多波束定性通信能力的通用数字阵列模块。

● 终身学习机器项目（Lifelong Learning Machines，

L2M）：目标是探索采用灵活模型的生物启发人

工智能技术，以实现现场运行过程中的持续适应

性改进。

● 近零功耗射频和传感器操作项目（Near Zero 

Power RF and Sensor Operations，N-ZERO）：

目标是实现连续操作和近零功耗处理，具备极长

寿命和极低成本的持续感知，以及多传感模式的

融合感知。

● 通过硬件和固件进行系统安全集成项目（System 

Security Integrated Through Hardware and 

Firmware，SSITH）：目标是开发具备抵抗硬件

脆弱性的固有安全硬件设计工具。

2.2 ERI 计划 JUMP 项目

ERI计划正式启动后，于 2018年 1月设置了联合

大学微电子学项目（Joint 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Program，JUMP）。JUMP项目与之前的先导性项目

共同构成ERI计划最初的基础项目。

JUMP 项目聚焦基础研究，旨在提供 2025

年～ 2030 年所需的基于微电子的颠覆性技术。其研

究周期为五年，重点支持端到端传感和驱动、信号和

信息处理、通信、计算和存储解决方案应用所需的高

性能、高能效的微电子基础技术研究。DARPA 与半

蒋安平：美国电子复兴计划及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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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研究公司（SRC）、IBM、英特尔、洛克希德·马

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雷声等公司组成联盟，共同

为 JUMP 出资超过 1.5 亿美元（其中 DARPA 出资

40%）[8]。JUMP 确定了 6 个重点技术领域，并在全

美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分为聚焦应

用的纵向研究中心和聚焦学科的横向研究中心。纵向

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强调以应用为导向，专注于行业面

临的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实现突破性技术和产品所需

的从材料、器件、电路、结构、算法、软件到系统应

用全方位多学科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预计可以在 5 年

内完成技术成果转移并在 10 年内实现产业化。其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RF到 THz 传感器和通信系统、分

布式计算系统、认知计算、智能内存和存储等。横向

研究中心目标是推动特定学科或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发

展，并在感兴趣的领域实现颠覆性突破。同时，识别

和加速“超越 CMOS”的新技术研究进展，定义所

涉及的关键指标，并将根据这组指标进行基础共性技

术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先进架

构和算法、先进器件/封装和材料等。根据这些方向，

JUMP 项目设置的研究中心包括 [7]：

● 太赫兹与感知融合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verged Terahertz Communications and 

Sensing，ComSenTer）：致力于推动自动驾驶汽

车和智能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技术发展，以支持

厘米级精度定位，解决当前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所

面临的通信、安全、定位导航等方面的技术难题。

● 具备普适性感知、认知和行为能力的计算网络

基础设施研究中心（Computing 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for Pervasive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ction，CONIX）：旨在提供

一种新的中间层分布式计算，通过将更高水平的

自治和智能推入网络，将云和边缘紧密结合在一

起。这种基础设施对于未来的感知、认知和行动

应用至关重要。

● 支持自主智能的类脑认知计算研究中心（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Computing Enabling 

Autonomous Intelligence，CBRIC）：目标是实

现新一代自主智能系统，将通过神经启发算法和

理论、神经形态硬件结构、分布式智能和应用驱

动程序的协同探索来应对挑战。

● 智能存储和内存处理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Storage and 

Processing-in-memory，CRISP）：致力于创

建智能内存和存储（IMS）体系结构，提高缓存

效率，尽可能提高海量数据信息的计算处理速度；

将需要重构整个系统堆栈，包括新的架构和操作

系统抽象、新的存储器语义、用于编译和优化的

新技术，以及动态但高效的系统软件等。

● 应用驱动架构研究中心（Applications Driving 

Architectures Center，ADA）：研究系统设计

创新，为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创造可重用的组件，

形成一套创新的模块化系统设计方法基准，在大

幅提高系统性能的同时也有助于削减设计的人力

和时间成本。

● 节 能 集 成 纳 米 技 术 应 用 及 系 统 驱 动 中 心

（App l i c a t i o n s  and Sy s t em s  d r i v e n 

Center for Energy-Efficient Integrated 

NanoTechnologies，ASCENT）：专注于基础材

料合成路线以及新型器件基础技术研究，包括开

创具有多个交错的逻辑层和存储器层的 3D 垂直

单片集成电路；研究结合处理和存储功能的超越

CMOS 器件如自旋电子器件；在刚性或柔性基板

上将功能多样的纳米组件异构集成到集成微系统

中；以及基于关键纳米技术组件，开展跨层设计、

优化和实施工作，创建可扩展、高性能和高能效

的微系统，以加速未来数据密集型大规模认知工

作负载的处理速度。

各中心由多个大学联合组成。广泛联合是 ERI

项目的普遍状态。

2.3 ERI 计划第 I 阶段项目（Page 3 项目）

第 I 阶段项目于 2018 年 7 月正式启动，项目周

期为 4 年～ 4.5 年，由佐治亚理工学院、应用材料公

司、铿腾公司、英特尔公司、英伟达公司、高通公司、

IBM公司等作为主承研单位。第 I阶段项目共有6个，

总投资约为 2.8 亿美元，聚焦新一代芯片研发，通过

新颖的电路材料、架构和设计来探索芯片专用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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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包括：

● 三维单片片上系统（Three Dimensional Monolithic 

System on Chip，3DSoC）：主要聚焦在单一衬

底第三维度垂直向上构建微系统所需材料、设计

工具和制造技术的研发。通过该项目可实现逻辑、

存储及输入 / 输出元件的高效封装，从而使系统

的运行功耗更低，计算速度提升 50 倍以上。

● 新式计算基础需求（New Materials & Devices 

Foundations Required for Novel Compute，

FRANC）：目标是超越传统逻辑和存储功能相分

离的冯·诺依曼架构，通过开发新型材料、器件

及算法加速逻辑电路中的数据存储速度或通过设

计全新的、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逻辑和存储电路结

构来突破“存储瓶颈”，探索新存算一体拓扑结构，

实现计算效率和工作负载吞吐量的大幅提升。

● 软件定义硬件（Software Defined Hardware，

SDH）：旨在构建可重构软硬件设计和制造的技

术基础，这些可重构软硬件需要具备运行数据密

集型算法的能力和与目前专用集成电路（ASIC）

相当的性能，以毫秒级响应调整计算架构以适应

工作负载。

● 特定领域片上系统（Domain Specific System on 

Chip，DSSoC）：旨在通过单一编程框架实现多

应用系统快速开发，实现集成通用处理器、专用

处理器、硬件加速器、内存、I/O 器件的多核异

构片上系统（SoC）。

● 电 子 设 备 智 能 设 计（Intelligent Design of 

Electronic Assets，IDEA）：旨在实现“设计过

程中无人干预”（no human in the loop）的能

力，以使设计经验有限的用户快速完成电子硬件

的物理设计。

● 高端开源硬件（Posh Open Source Hardware，

POSH）：旨在构建一个开源的设计和验证框架，

开发数学上可证明的安全电子产品，创建开源硬

件 IP 生态系统，以及相应的验证工具。

2.4 ERI 计划第 II 阶段项目

2018 年 11 月 1 日，DARPA 开 启 ERI 第 II 阶

段工作，计划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业向专

用集成电路技术方向转变，强化软硬件安全性能，防

控电子产业供应链风险，并以项目为依托，通过完善

和加强产、学、研及国防部门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形

成理想的创新技术转化路径，确保 ERI 成果向国防

应用方向顺利转化，满足国防实际应用需求 [9]。

第 II 阶段项目目前有 10 个，强调电子安全和隐

私、差异化的国内供应能力以及新颖的国防应用，推

动美国建立本土化半导体制造产业。这些项目包括 [3]：

● 极端可扩展性光子学封装（Photonics in the 

Package for Extreme Scalability，PIPES）：

旨在开发光集成收发器，并将其嵌入到最先进的

多芯片模块中，创建先进的光封装和交换技术，

以满足高度并行系统的数据移动要求。

● 混合模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Technologies 

for Mixed-Mode Ultra Scaled Integrated 

Circuits，T-MUSIC）：旨在基于硅 CMOS 工

艺开发晶圆级技术，提升射频晶体管以及 CMOS

和 SiGe 电路的基础技术｡

● 物理安全保障架构（Guaranteed Architectures for 

Physical Security，GAPS）：旨在开发具有物理

可验证性的硬件和软件架构，创建安全的硬件和

软件协同设计工具，在系统设计和系统构建过程

中物理隔离高风险事务，并跟踪此类保护，确保

其在运行时实际执行。该项目将分为三个技术领

域：组件和接口、协同设计工具以及集成和验证。

● 数字射频战场空间仿真器（Digital RF Battlespace 

Emulator，DRBE）：旨在将领域特定处理架构的

优势应用于防卫系统，建立新型的实时高性能计

算，有效地平衡计算吞吐量和极低延迟，以突破

当前阻碍虚拟测试环境开发的计算局限，产生射

频环境的高保真模拟。

● 国防应用（Defense Applications，DA）：目标

是利用现有技术开发革命性和颠覆性技术以增强

美国国防能力，支持其国内安全集成电路制造需

求；投资芯片安全领域研究；以“电子复兴”计

划为支撑研发用于国防应用的技术。

● 通用微型光学系统激光器（Lasers for Universal 

Microscale Optical Systems，LUMOS）：旨在

利用新材料和异构集成技术，开发将激光器、放

蒋安平：美国电子复兴计划及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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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调制器等多种光子器件集成到单片上的方

法，开发高性能光子集成电路，为通信、测量、

导航等领域应用提供支持。

● 实时机器学习（Real Time Machine Learning，

RTML）：旨在开发一种基于机器学习（ML）

框架自动生成新芯片的设计方法，针对新兴的

ML 应用量身定制专用集成电路（ASIC），从而

降低与开发应用程序相关的成本，以满足未来实

时机器学习的要求，改进机器学习创新周期。

● 并行程序汇编的高性能自动化（Performant 

Automation of Parallel Program Assembly，

PAPPA）：旨在开发新的编程方法，使研究人员

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编译高性能程序，以便

在并行和异构硬件上使用。

● 针对硬件隐藏效应和异常木马的防护措施

（Safeguards against Hidden Effects and 

Anomalous Trojans in Hardware, SHEATH，

μE）：旨在识别和论证对安装在复杂商用货架

产品 (COTS) 电路板上的硬件木马进行实时检测

的技术可行性。

● 安全硅的自动实施（Automatic Implementation 

of Secure Silicon，AISS）：旨在开发一种设计

工具和知识产权（IP）生态系统，将可扩展的防

御机制自动融入到芯片设计流程中，最终使可扩

展芯片的安全无处不在，同时在经济和安全之间

的进行权衡，寻求最大化的设计效率。

2.5 ERI 计划发展领域的调整

ERI 计划的相关项目在设立之初，重点在材料和

集成、架构、设计三个研发攻关方向部署。2020 年

DARPA 对 ERI 计划进行了更新，提出了四个关键的

发展领域，即：三维异构集成、新材料和器件、专用

功能、设计和安全。ERI 所设置项目按照这四个领域

重新分类，如图 1所示。其中，三维异构集成主要是

通过多个垂直堆叠层将不同有源层材料和器件进行异

构集成，以实现高集成密度、低功耗和信号完整性等。

专用芯片主要是根据应用需求对硬件进行调整，准确

提供应用所需的计算资源组合，省略任何无关逻辑，

大大提升芯片的性能。芯片安全方面问题集中在侧信

道攻击、反向工程、供应链攻击以及恶意硬件等方面，

芯片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微电子和国防领域近年

关注的焦点。更新后的ERI 计划在以前的三大方向基

础上进一步突出了重点关注领域，计划目标更加明确，

更加贴近实际应用 [3]。其中，联合大学微电子学项目

（JUMP）和国防应用（ERI:DA）作为 ERI 计划的

交叉融合项目，关联并推动着ERI所部署的所有项目。 

图 1 ERI 计划的项目演进关系 [3]

Fig.1 Projects evolution of ER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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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防应用（ERI:DA）项目情况

从DARPA ERI计划的项目合作研究团队来看，

大部分项目的执行方都属于高校、研究机构和电子科

技企业，国防系统演示和应用的能力较为薄弱。为了

专注于技术成果转化方式研究，ERI 计划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启动了国防应用（Defense Applications，

DA，以下简称 ERI:DA）项目。ERI:DA 项目的设

置不是为了国防能力的增量式提升，也不是对原 ERI

计划目标的重复投资，而是用于推动前沿颠覆性电子

科技成果的国防转化，解决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方面

的问题。由此可见DARPA对技术转化的高度重视。

ERI:DA 项目总预算经费为 2500 万～ 5000 万美元，

目标是建立军工电子集成商与 ERI 计划执行者之间

的国防过渡伙伴合作关系，加速 ERI 计划创新技术

在国家安全需求中的开发、演示和应用，为国防系统

提供革命性防御能力，引导先进电子技术向国防现代

化重点应用领域转化，以赢得商业和国防领域的双重

优势。ERI 计划通过 ERI:DA 项目进一步明晰了政

府在技术研发后期的持续作用，推动技术成果在国防

专用系统中的新兴和未来应用。其研究内容包括面向

已有合作项目的成果确定与应用转化推动、合作伙伴

认定与合作关系建立、理想项目合作形式的研究等。

在项目推广方面，着重考虑确定技术成果、可产生

革命性影响的国防应用以及提出开发 / 演示 / 转

化的具体规划建议等，重视成果在国防应用影响

的量化评估。另外，为了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强

调研究数据、概念和研究结果的共享和共同设计

实践与基准的推广。ERI:DA 项目强调了国防过

渡伙伴的作用。要求参与者与国防过渡伙伴建立

合作关系，推动 ERI 技术在国防应用方面的开发

和示范。ERI:DA 项目还将进一步探索 ERI 项目

执行者、国防过渡合作伙伴、政府机构、风险投

资、非营利组织、工业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

间的有效协作模式，推动 ERI 技术的国防应用。

ERI:DA 项目是 ERI 计划整体部署中最为关键的

一环，它的设立有助于加强各 ERI 项目之间的联

系，并将正在进行的 ERI 计划与国防需求联系起

来，以使美国更好地利用 ERI 计划所取得的创新

成果服务其国防应用 [9,10]。

在上述过程中，DARPA 将技术开发成果移交的

行为称为过渡（transitioning），技术成果的接收方

称为过渡伙伴（transition partners）[11]。过渡伙伴

应当具备接收新技术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是从

技术到应用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ERI 计划中 ERI:DA 项目与其他项目的设置与

关系如图 2所示 [12]。可以看出，ERI:DA项目的设置

属于项目管理和成果应用的顶层设计，领域范围涵盖

了 ERI 计划相关的各个项目，并为未来建立合作关

系和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服务。

 

图 2 ERI 计划中 ERI:DA项目与其他项目的关系 [12]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ERI:DA and other projects of 

ERI[12]

以上是对 DARPA ERI 计划项目整体设置和演

进情况的介绍。ERI 计划项目的设置涵盖了微电子技

术基础研究、先进技术开发与原型制造等全部技术创

新领域，为建立和加强美国学术界、商业界和国防部

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了平台，有利于借助民间

创新力量推动 ERI 计划的执行，为美国国防应用提

供广泛通用的创新技术。

3 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策略思考与建议

通过分析 DARPA ERI 计划项目设置和管理方

法，获得的一些启示，包括：

● 在项目设置方面：主要关注高风险、高回报的创

新研究，在所关注的领域对关键技术进行全面的

蒋安平：美国电子复兴计划及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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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避免技术突袭并谋求对对手的技术突袭。

● 在项目实施方面：通过产业界、学术界、国防机

构广泛参与的联合体发挥各自特长。

● 在技术转化方面：突出过渡伙伴作用，强调知识

共享。

● 在项目管理方面：采用扁平化管理机构，实行项

目经理人负责制。

自 2018 年中兴事件以来，中美之间在经贸与科

技领域的对抗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将众多中国科技企

业及科研院校列入实体清单，并通过多种手段对中国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遏制。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

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我国的集

成电路产业来说，为了积极应对外部形势的变化，快

速补齐我国电子工业基础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解决

瓶颈问题，应优先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自主可控芯片。

自主可控芯片是保证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需要将关键原材料和核心研发、生产技术等掌

握在自己手中。“自主”指产品及形成该产品全过程

的全部要素不受制于外国或他人，用户可以公开并稳

定地获得电学和环境性能、可靠性、供货周期和价格

等适合应用的产品。“可控”指产品当前或者长久的

获得存在受制于外国或他人的损失风险，经评估其风

险可接受或者有规避风险的措施，产品的电学和 /或

环境性能、供货周期、稳定性和价格在预定的时间内

适宜应用 [13]。由此可见，自主可控中“自主”是比“可

控”更高的要求，也是更长期的目标。自主可控的重

点是自主，自主的重点是打造完善的全流程全产业链

的研发、生产与应用体系，因此，应当立足于建立集

成电路生产与研发完整体系的角度，从立项、研发、

生产、应用到质量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体系化建设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建立自主可控芯片的研发、生产和

应用机制。这不仅需要技术领域的支持，同时也需要

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支持。针对这一目标，一些建议

如下：

● 政策引导方面：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强化

顶层设计，建立容忍失败、管理风险的氛围，增

强原始创新能力，在新的型号任务和产品中，将

自主可控芯片的使用率作为考核指标，鼓励采用

自主可控芯片。

● 项目设置与管理方面：由国家层面相关管理机构

牵头，开展自主可控芯片技术和产品研制的布局

和规划，并引导产品的统型。

● 面向新型创新技术芯片的组织机构方面：设置若

干国家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以此为基础平台，

建立“M+1+N”的新型芯片研发体系。其中，

“M”指多个前沿芯片技术和基础创新技术研发

团队，主要是高校、研究院所、前沿技术研究中

心等，负责芯片前沿技术探索研究。其中的“1”

是某个领域的国家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例如，

对航天集成电路领域，可以设置国家航天工程集

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由国家层面提供经费设

立，负责芯片前沿技术对特定领域的适用性评估

和技术对接，承担部分新型自主可控芯片技术研

发、规划及参与相关型号应用规划，并由此支撑

少量产品研发核心单位，搭建研制与应用方的桥

梁。“N”是多个芯片应用方，从顶层需求规划、

芯片定义、考核方法、应用支持等方面参与新型

自主可控芯片的研制。

● 知识产权方面：建立知识产权共享的机制与平台，

同时重视知识产权的评估和保护，以保证知识产

权可以被需求方获得，并保证技术研发机构和个

人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收益。

● 标准化建设方面：开展设计、制造、评价、筛选

等方面的相关规范标准的分析、策划、编制等工

作。

● 质量与可靠性评测方面：结合应用环境，针对 IP

核 / 芯片 / 微系统等核心环节的质量和可靠性开

展失效物理模型、评价方法等的研究，确定评测

方法。

● 合作创新方面：鼓励在产、学、研、用各机构之

间开展广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特长，调动各方

积极性，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鼓励应用机

构与技术需求方应尽早介入创新技术项目，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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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立项、参数指标、研发过程、成果评估到应用

方案等各个方面发挥自身特长，加强技术创新与

需求牵引双轮驱动效果。

● 管理模式方面：进一步提高项目经理的业务水平，

探索建立项目经理负责制的管理模式。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美国电子复兴计划的背景、项目设置

和研究等情况，揭示了电子复兴计划在项目设置、项

目实施、技术转化、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自主可控芯片发展的一些建议，可

以作为集成电路发展战略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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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系统电子产品发展趋势及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张 伟，祝 名，李培蕾，屈若媛，姜贸公

(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94）

摘　要：近年来，微系统技术作为延续摩尔定律的重要解决方案发展迅猛，各种新的设计理念、先进封装结构以及集成技术层出不穷，

极大的提升了各类电子系统功能、性能。由于微系统电子产品在功能性能提升、体积减小等方面的巨大技术优势，在宇航装备研制领域同

样对微系统表现出迫切需求。但是由于其微小型化、高度功能集成、大量采用新设计、新工艺以及新材料等特点，在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宇

航领域应用将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本文从微系统设计开发方式、结构特点、封装集成方式、可靠性保证手段等角度分析了当前微系统技术

的发展趋势，结合宇航应用要求，提出了后续微系统宇航应用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微系统；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宇航应用

中图分类号：TN43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Trend of Microsystem Electronic Product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Aerospace Applications

Zhang Wei, Zhu Ming, Li Peilei, Qu Ruoyuan, Jiang Maogong
(China Aerospace Components Engineering Center,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s an important solution to continue Moore’s Law, microsystem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 variety 

of new design, advanced packaging structures and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emerge in endlessly,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nd volume reduction of electronic systems, there is also an urgent demand for microsystem in the field of aerospace equipment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its miniaturization, high functional integration, a large number of new designs, new processes and new 

material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erospace field with high reliability requirements will face many technic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microsystem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crosystem designing and development mod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packaging and integration mode reliability assurance means.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space appli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follow-up aerospace application for microsystem.

Key words：microsystem; new design; new process; new material; aerospace application

0 引言

随着我国遥感卫星实现高轨分辨率不断向米级推

进，低轨分辨率向米级推进、军事通信卫星系统单星

容量的不断扩容和传输速率不断提升、新一代导航系

统定位精度优于米级的发展趋势。航天器任务的体系

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未来主流方向。本文所论

述的微系统是以处理器为核心，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

发，通过单片集成、封装、互联等微细加工等技术，

在框架、基板等载体上制造、装配，实现计算、存储、

控制等信息处理芯片或模块的高度集成，为可提供系

统或子系统功能的微小型化器件。微系统作为高度集

成的电子产品系统，对于未来宇航装备实现高性能发

展将起到越来越强的支撑作用。本文在研究当前国内外

微系统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结合宇航装备

应用需求，分析了微系统电子产品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

挑战，并给出了未来微系统宇航应用的发展建议。

1 微系统技术发展趋势 

1.1 微系统功能密度、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随着新型架构、新兴材料和先进封装技术的发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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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军用微系统正在朝向小型微型化、多功能集成化、

灵活智能化等方向发展。从实现方式上来看，一方面

重视多种功能的异质、异构集成，在此基础上实现小

型微型化；另一方面通过将多个电子元器件进行系统

化整合，实现多功能集成化，打造微型系统平台。采

用模块化、开放式发展模式，实现先进技术的更快融

入和集成，降低系统研发调试的难度和成本。加入自

主学习和自主决策能力，提高自适应能力，扩大微系

统的作用范围。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代表美国国防先期研究计划

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授予美国雷神公司空间和机载系统部门

“实时可配置加速器（RCA）、时域专用系统级芯

片（DSSoC）”项目合同，将研发异构计算架构，在

提供专用处理器性能的同时，保持通用处理器的可编

程性。RCA DSSoC 项目寻求利用机器学习、先进异

构处理器、通用处理器以及 ARM 计算软硬件能力，

来开发新工具和硬件技术，通过单个可编程设备实现

多应用系统的快速开发。DSSoC 项目旨在开发由多

个内核组成的异构片上系统，这些内核包括通用处理

器、专用处理器、硬件加速器、固态存储器和输入 /

输出。研究内容涉及构建器件工作时可重新配置的硬

件和软件，以实现近乎专用集成电路的性能，但不会

牺牲数据密集型算法的可编程性。

美国 ADI 公司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实现集存储

和计算功能于一体的可编程芯片，加速人工智能发展，

并削减功耗。该芯片基于一种被称为内存计算的技术，

可在内存中计算，消除冯诺依曼架构中最主要的计算

瓶颈（存储墙），内存计算直接在存储中执行计算，

从而提高速度和效率。该芯片已集成到可编程处理器

架构中，可采用标准编程语言，如 C 语言，尤其适

合依赖高性能计算但电池寿命有限的手机、手表或其

他便携移动设备上使用。

美国 DARPA 授予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终身学

习机器（L2M）”项目合同，研发能够持续学习的下

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并将在新任务上部署该学习能力

以使系统变得更好和更可靠。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研究团队计划研究海马和皮层的双存储器架构，并将

该知识应用于制造智能系统。这些系统通过对比输入

和现有存储基础，能够预测可能输出。从理论上讲，

这样系统可在保持此前学习的基础上变得更具适应

性。美国塔夫斯大学研究团队研究了在蝾螈等动物中

观察到的再生机理，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柔性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能够在飞行中改变其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

境中的变化。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研究团队将研究人工

智能算法，该算法基于存储器合并和回访的生物机制。

在该人工智能技术中，未来的认知系统，如自动机器

人，有望能够在初始部署后持续学习，改进执行性能

和整体安全性。

1.2 2.5D/3D 先进封装技术助力微系统异质 / 异构

集成

近 年 来 系 统 级 封 装（System in Package，

SiP）微系统电子产品不断从注重多芯片的多芯片组

件（Multichip Module，MCM）封装朝着 2.5D/3D、

异质 / 异构集成封装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新技

术包括：倒装（Flip-Chip），微凸点（μBumps），

晶 圆 级 封 装（Wafer Level Package）， 介 质 层

（Interposer），再布线层（Re-Distribution Layer，

RDL），硅穿孔（Through Silicon Via，TSV）等 [1]。

近年来，微系统先进封装技术呈爆炸式发展，如

台 积 电 的 InFO（Integrated Fan-Out）、CoWoS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SoIC（System 

on Integrated Chips）技术，Intel 的 Foveros 技术，

Amkor 公司的 SWIFT（Silicon Wafer Integration 

Fan-out Technology）、HDFO（High Density 

Fan Out）等技术 [2]。

台积电于 2018 年提出 SoIC 是一种创新的多芯

片堆叠 3D 封装技术，SoIC 基于台积电的 CoWoS 与

多晶圆堆叠封装技术开发，可以达到无凸起的键合结

构，把很多不同性质的临近芯片整合在一起，而且其

接合材料能直接透过微小的孔隙沟通多层的芯片，使

芯片 I/O 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实现了高密度芯片

到芯片互连，TSMC SoIC 封装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达成在相同的体积增加多倍以上的性能，从外观上看，

张伟 等：微系统电子产品发展趋势及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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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成的芯片就像一个通用的SoC芯片，其尺寸缩小，

性能提高，但嵌入了所需的和异质的集成功能。它具

有超高密度垂直堆叠，是推进异质芯片集成领域的关

键技术支柱。

 

图 1 TSMC SoIC 封装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C packaging of TSMC 

company

Intel 公司于 2019 年首次推出 Foveros 技术，

Intel 公司 Foveros 封装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该

技术是 Intel 公司首次引入了 3D 堆叠的优势，可实

现在逻辑芯片上堆叠功能芯片。主要特点是通过直径

为 36μm 的微凸点进行面对面的芯片对芯片粘接。目

前，Intel 公司已经有了 Foveros 技术的芯片样品，

并已经做好了规模量产的准备，Intel 公司称之为“混

合 x86 处理器 (Hybrid x86 CPU)”。这颗芯片的

长宽尺寸只有 12mm×12mm，高度仅仅 1mm，内部

3D 堆叠封装了多个芯片，待机功耗只有 2mW，最高

功耗也不超过 7W[3]。

 

图 2 Intel 公司 Foveros 封装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overos packaging of Intel 

company

HDFO 是基于 Amkor 的 SWIFT 开发而成，是

下一代的异构芯片封装的发展方向。SWIFT 技术是

先将有微凸点的芯片互联至 RDL 预布线的介质层，

切单后再倒装至 FCBGA 基板以完成异构芯片封装。

该技术保持了高密度连线、出色的信号质量、无需

TSV，因而进一步降低封装成本。HDFO异构芯片封

装已成功用于多种应用，包括网通、服务器，以及多

种GPU 和 FPGA 等结构。

近年来，在国家主管机关统筹安排下，按照产品

领域和技术领域成体系布局，加强微系统技术和产品

开发的协同平台建设的发展理念，中国电科 58 所、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等单位逐步成为国内宇航先进

封装技术发展的主力军。

FOWLP（Fan-out Wafer Level Package）是

一种基于宇航级高密度多芯片重构、晶圆级塑封及多

层再布线技术等几大关键技术综合而形成的一种高密

度封装技术。中国电科 58 所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

较成熟的微系统仿真平台和团队，攻克了微纳加工工

艺、TSV 过孔工艺、晶圆重构技术等关键技术，具

备 Die-to-Die、Die-to-Wafer、Die-to-Substrate

（Si、Glass、BT、LTCC\HTCC）高精度微凸点阵

列倒装焊接工艺，TSV 孔直径 10μm ～ 30μm、线宽

10μm，RDL 层数 1 ～ 6 层，堆叠层数 10 层。并建

立国内先进的工艺平台，成为国内先进封装制造的排

头兵。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是我国航天微电子及封

装产业的主力军，于 2017 年启动了 12 英寸 TSV 先

进封装生产线项目建设，8/12英寸兼容，具备完整的

TSV 晶圆制备、微模组组装工艺能力，互连芯片尺

寸 0.05mm×0.05mm ～ 100mm×100mm、TSV 孔

直径 10μm ～ 30μm、硅基板厚度 100μm ～ 250μm、

硅基板最大尺寸50mm×33mm、RDL层数 1～ 3层。

目前打造了国内高水平三维微系统工艺设计、研发、

制造、测试公共服务平台。

1.3 微系统开发生态向快速复用、开放融合方面发展

1.3.1 基于芯粒（Chiplet）的设计方式

在过去的几年中，摩尔定律的持续放缓对微处

理器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的持续改进制造了各种

潜在的阻力，从 16nm/14nm 节点开始，集成电路设

计和制造的成本剧增，一个新的工艺节点演进周期从

18 个月延长至 2.5 年甚至更长，图 3 为微处理器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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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尺寸的发展趋势图。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基于芯粒

的设计理念应运而生，正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主流微系

统电子产品设计中，成为异质集成微系统领域的研究

热点。受限于体硅特征尺寸发展，提高处理器能力和

性能的一个可能途径就是制造更大的芯片。但芯片的

尺寸目前也逐步达到了光刻的极限 [4]。同时小线宽掩

膜制造成本非常昂贵，而更大的芯片面积大大增加了

产生一个或多个制造缺陷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低产量

和高成本。图 3 所示为近年来处理器裸片尺寸的发展

趋势，从图中可见，裸片尺寸并没有因为集成电路特

征尺寸的进一步减小而大幅增大 [5]。

 

图 3 微处理器裸片尺寸的发展

Fig.3 Development of microprocessor die size

基于芯粒的设计思路是通过制造多个更小的芯

片，组合起来实现逻辑上的单个微处理器。超微公司

（AMD）在 2017 年发布的第一代 AMD EPYCTM 

CPU 处理器上，首次尝试基于微处理器的芯粒设

计。该处理器由四个相同的芯片高速缓存组成，采

用 14 纳米工艺技术实现。每个芯片提供 8 个第一代

“Zen”CPU 核，2 个 DDR4 存储通道，32 路 PCle 

I/O 和 AMD Fabric 互连提供芯片间通信 [6]。一个

封装由 4 个芯片组成，共提供 32 个 CPU 核、8 个

DDR4 存储通道和 128 路 PCIe I/O。由于封装内

的晶片间距离相对较短，因此无需使用硅转接板等

更昂贵的解决方案，就可以部署高度优化的高带宽

SerDes。成本估算表明，使用芯片的制造成本可以降

低 41%[7]。

第二代 EPYC 处理器混合使用了不同工艺节点

的芯片，图 4 显示了第二代 EPYC 处理器的组织结

构。体系结构使用两个不同的芯片，封装中心是 I/

O 模块 (IOD) 提供了所有的 DDR 内存控制器和物

理接口，IOD 周围有多达 8 个核心缓存芯片 (Core 

Catche Die，CCD)，其中每个 CCD 提供 8 个“Zen 

2”CPU 核，以及到 IOD 的高速接口。其中 CCD 采

用7nm线宽，DDR4采用12nm工艺节点。由此可见，

通过芯粒封装技术的发展，在相同的封装尺寸下，第

二代 EPYCTM 处理器提供的核总数是第一代处理器

的两倍(即64核和32核 )。同时，由于多芯片的实现，

为系统构架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可配置特性，每一

个单独芯片都可选用不同工艺节点的多种流片设计。

 

图 4 混合工艺节点的第二代AMD EPYC 处理器芯粒

Fig.4 Second generation AMD EPYC processor core using 

hybrid process node

国外各大主流集成电路厂商都在芯粒技术路线

上规划推出了系列产品。2015 年，Marvell 公司基于

MoChi 架构推出了 Virtual SoC 系列产品，MoChi

可以是许多应用的基准架构，包括物联网、智能电

视、服务器、笔记本电脑、存储设备等。Xilinx 公司

于 2018 年推出包含 3 个 16nm 工艺 FPGA 和 2 个动

态随机存储器（DRAM）的首款采用 CCIX 接口的

芯片，旨在从裸芯片层面证明 CCIX 能够支持多核高

性能 ARM CPU 和 FPGA 加速器。Intel 于 2019 年

推出 Co-EMIB 技术，能够将两个或多个 Foveros 芯

片互连，实现更高的计算性能和数据交换能力，还能

够以非常高的带宽和非常低的功耗连接模拟器、内存

和其他模块，基本达到单晶片性能。

相比于国外已推出成熟产品，国内也有多家优势

单位厂商在芯粒的设计、封装方面开展研究攻关。如

上海极戈科技提出 ZiP 的集成平台，通过“电路设计

+ 封装 +SDK+ 算法”，实现快速设计到封装。长电

科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等封装优势单位正积极开

张伟 等：微系统电子产品发展趋势及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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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于高性能计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HPC）的 2.5D interposer 高端封装技术。北京微

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集成 4 个八核处理器芯粒、1

个 I/O 互连芯粒的 3300 万门 FPGA 产品，拟实现

96GIPS/192GFLOPS 的信号处理能力。

2 微系统宇航应用需求与可靠性评价技术现状分析

2.1 微系统宇航应用需求分析

尽管微系统在民用领域广泛应用，代表了先进技

术水平，但是在宇航领域应用前，考虑到可靠性和空

间环境适应性问题，不能直接宇航应用，必须进行全

面的测试试验等评估保证工作，摸清可靠性数据以支

撑宇航装备选用。分析未来宇航装备对于微系统的应

用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多元功能异质、异构集成：宇航微系统功能

和性能需求不断提升，通过智能化算法和架构技术提

高系统效率，高性能抗辐照星载控制器 SoC、抗辐照

高能效智能异构阵列 SoC、星载抗辐射计算机 SiP 模

块等高性能产品进一步实现宇航电子系统的功能集成

化 [8]。此外，传统信号处理器件叠加射频功能、光电

模块、微机电系统传感模块，甚至同时叠加多种功能

模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具备良好散热的微小型化：由于航天器在空

间环境中能源供给和散热条件有限，宇航微系统设计

应充分考虑器件功耗、封装散热能力，在功能性能、

可靠性、散热等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小型化封

装 [9]。

3）工作温度范围：微系统在空间环境温度的变

化会影响元器件的性能参数，进而对元器件的正常工

作产生影响，需要对航天器用微系统的温度特性提出

明确要求。一般而言，宇航级元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

为 -55℃～ 125℃军温范围，考虑到微系统的功能、

封装复杂性、低温对于微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影响较

小、高温影响较大等特点，可适当降低对于微系统的

工作上限范围，至少满足工作温度-55℃～ 105℃。

4）优异的抗辐照特性：空间辐照环境下，宇

宙射线和带电粒子会引发微处理器产生总剂量辐照

效应、单粒子翻转效应及单粒子闩锁效应。为了

确保航天器用微系统的高可靠应用，有必要提出

抗辐照能力要求。应用于高轨、高可靠卫星应用

的微系统产品，抗辐照能力最低应满足电离总剂

量辐照能力≥ 100krad(Si)，单粒子闩锁 SEL 阈值

≥ 75MeV·cm2/mg，单粒子翻转错误率≤ 1×10-10/

day Bit；面向低成本、小卫星应用的产品抗辐照能

力最低应满足电离总剂量辐照能力≥ 10krad(Si)，单

粒子闩锁 SEL 阈值≥ 75MeV·cm2/mg。

5）高可靠性、长寿命要求。当前我国航天器在

轨工作寿命一般在 10 年以下。随着未来高价值、系

统组网航天器的快速发展，航天器在轨工作寿命一般

要求大于 15 年。这要求电子系统核心器件必须满足

大于 15 年的工作寿命要求。

2.2 微系统宇航应用可靠性保证技术逐步实现规范

化、体系化

2.2.1 可靠性保证标准

在国外相关标准方面，2014 年欧洲 ESCC 提出

了生产工艺能力认可的鉴定方式，ESCC 25600《生

产过程能力认可要求》中提出了生产过程能力认可

的通用要求、流程和方法，ESCC 2566000、ESCC 

2566001 等子标准明确了混合集成电路生产过程能力

认可的详细要求，包括生产厂评估、能力域定义、能

力域评估和能力域验证及批准等 4 个方面，但尚未形

成专门针对 SiP 器件的可靠性保证标准。

在关键结构的可靠性评价方面，随着基于 TSV

的堆叠形式变得更加普遍，更加复杂的器件堆叠形式

使得相关测试试验更加困难。JEP 158“硅通孔（TSV）

3D叠层芯片：可靠性的相互作用的识别、评估和理解”

标准中，给出了采用硅通孔的三维芯片叠层结构中关

键结构的主要失效模式，并给出了可靠性评价方法，

为了对包含三维叠层芯片的整个器件开展保证工作，

还需要参照 JEP 150 或者其他类似保证方法。

MIL-PRF-38535 对传统的密封型 Q 级和 V 级

和非气密性 N 级和 Y 级进行规定。考虑到新型器件

封装技术的复杂性，现有的 MIL-PRF-38535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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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适用，因此，为了将新技术纳入 QML 体系，美

国国防后勤局建了一种新规格——先进技术微电路

（Advanced Technology Microcircuits，ATM），

ATM 器件主要包括倒装 2.5D 和 3D 封装、系统级

封装和多芯片组件等，MIL-PRF-ATM 主要采用

PIDTP流程进入到整个集成电路制造过程中，PIDTP

流程针对 Y 级倒装结构并已经成功应用于 MIL-

PRF-38535 PIDTP 要求，QML-Y 级认证是陶瓷非

气密性封装倒装芯片质量和可靠性的最高等级。

在国内相关标准中，GJB 2438 混合集成电路通

用规范和 GJB 597 半导体集成电路通用规范等标准

对集成电路的质量保证做出了规定和要求，包括质量

保证大纲制定、通用性能验证和通用设计与结构准则

等，但是相关要求、准则没有针对SiP器件进行规定，

尤其是 SiP 器件所采用的先进封装与互连工艺等，导

致这些标准规范无法适用。此外，由于 SiP 器件具有

小批量、高价值等特点，传统的标准中规定的质量一

致性检验和鉴定检验试验项目较多，试验样品数量要

求多，导致试验成本大大增加。

为了将宇航用微系统电子产品质量控制重心前

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过多年微系统质量保证工

程实践，提出通过微系统工艺能力保证和微系统产品

保证两个方面开展保证工作，降低在鉴定或认定阶段

的样品消耗，为宇航用微系统保证工作降本增效。其

中，微系统工艺能力保证主要针对微系统生产线的工

艺过程，包括工艺能力认可和工艺能力维持两个部分。

微系统产品保证主要针对在已经通过微系统工艺能力

认可的生产线上生产的具体微系统产品，主要包括需

求分析、设计保证、评估及验证、鉴定、装机产品质

量保证五项主要工作内容，涵盖方案论证、方案设计、

初样研制、正样研制等内容。

2.2.2 微系统宇航应用可靠性评价研究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 2014 年起关注于微系统

宇航应用可靠性评价技术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工程

实践，提出宇航微系统全寿命周期保证技术，统筹宇

航微系统产品规划，从微系统产品需求定义和评价阶

段入手，加强研制过程保证和生产制造过程控制，提

升 IP 复用率和成熟度，确保安全性，建立了包括一

个核心流程、一套技术体系、一套方法工具、一组专

利技术的微系统产品保证方法，经保证的微系统已广

泛用于空间站、遥感、导航、通信等多个型号领域。

北京轩宇科技公司基于型号需求自主研发了一

系列抗辐射宇航级 SoC、SiP 产品，其中，SoC2008

抗辐射控制器、SoC2012 多核抗辐射控制器、

SiP2113、SiP2115 抗辐射计算机模块以及 SiP7116 太

阳敏感模块已经应用于北斗导航的小型化长寿命星敏

感器、微小卫星综合电子单元等产品。当前北京轩宇

科技公司正在研发以 SoC2020 和 SiP6117 为代表的

下一代异构多核智能处理模块，通过可编程、神经网

络加速等新技术应用，可满足未来 5 ～ 10 年先进航

天器应用需求。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

所已有天线控制 SiP，信号处理回放 SiP 等多款宇航

产品实现型号应用，目前正规划论证基于 40nm 抗辐

射加固工艺和多芯片复杂封装工艺，实现射频、中频

和数模混合的高可靠小型化 SiP 产品以满足卫星有效

载荷高性能数字处理需求。 

3 微系统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新型微系统技术在型号应用快速增长。各型号单

位近年来快速发展微系统产品技术，研发了各型各类

微系统电子产品。预计未来航天器对微系统产品年需

求每年呈现 30% 以上的增长，在促进宇航电子系统

微小型化的同时，还需要保证微系统技术的可靠应用。

3.1 先进架构和智能化算法带来功耗增加和评测难度

增大

1）先进算法带来功耗不断增加

先进架构和先进算法带来功能密度的不断提升，

造成了微系统功耗不断增加。由于在宇航应用条件下，

受到在轨散热措施的限制，微系统的功耗也受到严格

限制。需要在算法复杂度提升的同时，充分考虑低功

耗设计问题，降低微系统器件的功耗。

2）人工智能等新型算法的可靠性成为关注要点

人工智能微系统将逐步应用于航天器深空探测、

张伟 等：微系统电子产品发展趋势及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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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遥感等领域。目前国内针对航天器用 AI 器件已

处于研发阶段，但国内针对其可靠性评价方法尚未开

展研究，有必要结合航天器的实际应用特点，研究人

工智能等新型算法在空间复杂环境、无人值守、系统

高可靠等条件下的应用可靠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宇

航应用。

3.2 复杂封装结构带来热学、力学可靠性以及电学可

靠性的全方位挑战

1）散热问题

由于先进封装密度不断提高，外形尺寸不断缩

小，导致电子器件的工作温度过高，性能显著下降，

热学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由不同的材料通过封装工艺

组合而成，当温度发生变化或器件内部温度分布不均

时，材料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会造成材料间失配，形

成应力，导致器件失效。

2）力学可靠性问题

针对 2.5D/3D封装，在服役过程中会遇到振动、

冲击的作用，使 PCB 或基板发生较大的动态弯曲变

形，在封装内引起较高的应力。航天电子设备将在更

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恶劣的振动和冲击环境会封装发

生较大的动态变形，导致更严重的交变应力和应变，

存在 BGA 焊球开裂、TSV 硅片翘曲、RDL 层分层

等可靠性风险 [10]。

3）三维设计电磁兼容问题

高速互连是信号不完整的直接根源，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三维堆叠的基板结构不一致，要综

合对不同的基板进行互连设计，同时还要综合不同通

道之间的互连设计；第二，由于电磁场是在空间中传

播，三维传输电路在空间中堆叠交错布设，射频信号

传输中势必造成互相干扰。电磁兼容问题是三维互连

设计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二维平面

传输结构。

3.3 芯粒宇航应用的软硬件生态环境亟待建立

1）芯粒通用性与优化

通用芯粒的基础结构有利于通用基板的实现，方

便任意组合的芯片的快速集成；而通用可能制约性能、

成本、功率或其他重要因素的权衡。因此，如何在通

用性和优化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是通用芯粒的设计挑

战。目前，各大厂商都在积极定义自己的接口协议，

以实现小范围内的通用化设计。

2）功能结构划分

对于一个给定的系统设计，有多种构架组合实现

方案。例如前文介绍的AMD的前两代 EPYC处理器

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在成本、性能、灵活性、工

程努力和满足不同市场需求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因

此，急需开展架构性能与成本的评估方法研究 [11,12]。

3）全周期可靠性评价

芯粒的构建需要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支

撑，其中包括 IP、已知好芯片、联合仿真平台、封

装平台等。而在这个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知识

产权侵犯、设计思路窃取等安全问题 [13]，以及大规

模多芯片混合封装器件的高可靠应用保证技术尚不成

熟，因此芯粒产品生产和保证存在安全可靠风险。

3.4 提质增效是微系统宇航应用可靠性保证的重点目标

由于 SiP 器件样本量小、价格昂贵，传统的质量

保证试验与评价技术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形成高效

率、低成本的 SiP 器件保证方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

战之一，尤其是针对宇航应用环境，需要在深入研究

失效机理、失效激发方法、可靠性评价方法等基础上，

研究适用于宇航用 SiP 器件质量保证方法，并形成保

证标准及体系 [14]。

由于 SiP 器件种类丰富、结构复杂，新型工艺和

新型结构带来了新的应用风险，但目前相比于传统器

件积累数据量少、数据挖掘不充分，合理进行 SiP 器

件质量保证过程中的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是关键技术挑

战之一。

4 宇航微系统未来发展建议

4.1 加强宇航微系统产品需求规划，统一制定微系统

开发计划

面向“十四五”及未来，宇航企业顶层组织制定

宇航微系统电子产品需求规划，制定技术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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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载、武器和航天器电子系统发展特点，制定各

领域核心关键基本型微系统规划，明确需求，制定研

制开发计划，稳步推进工程应用。依据航天器发展规

划，分析和统筹宇航微系统需求，规划微系统需求型

谱，形成通用化微系统产品，引导宇航微系统产品的

选用和研制；统一制定微系统开发计划，并按照开发

计划组织开展研制工作，避免微系统产品重复研制和

投入。

4.2 加强对微系统设计、工艺、封装、质量保证技术

平台的经费投入与关键技术攻关

建议国家层面设立宇航微系统电子产品专项研

究项目，针对宇航微系统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设计、

工艺、封装、质量保证等关键技术组织力量进行攻关；

加大微系统技改等项目论证力度，逐步建立产业化和

规模化的技术平台，实现微系统先进技术的更快融入

和集成，降低系统研发调试的难度和成本，实现宇航

型号的快速应用。

4.3 加大芯粒、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微系统中应用

的预先研究

芯粒作为灵活异质、短周期、低成本的微系统解

决思路，可预见未来将是高性能处理器的发展方向，

因此，目前急需开展互联标准制定、复杂封装工艺以

及联合仿真工具等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和攻关储备。

与此同时，芯粒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更需要一个新生态

的培育，用户方、生产方、质量保证方共策合力，提

早谋划，尽早实现芯粒技术的宇航高可靠产品化。

人工智能微系统将逐步应用于航天器深空探测、

智能遥感等领域。目前国内针对航天器用 AI 器件已

处于研发阶段，但国内针对其可靠性评价方法尚未开

展研究，有必要结合航天器的实际应用特点，研究人

工智能等新型算法在空间复杂环境、无人值守、系统

高可靠等条件下的应用可靠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宇

航应用。

4.4 统一应用验证和质量保证要求，确保微系统产品

质量可靠性

加快宇航微系统电子产品应用验证以及质量保

证要求相关标准建立，在航天工业部门内部授权并认

可宇航微系统质量保证机构，各型号总体院具体组织

实施并落实应用。由航天工业抓总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统一质保要求、统一标准，避免各单位研制水平不一，

确保微系统可靠性应用。

5 结论

本文从分析宇航微系统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微

系统在宇航领域的性能和功能、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围绕芯粒、设计方法、封装技术、质量保证及标准等

微系统关键技术最新研究进展及挑战进行分析总结，

结合宇航应用现状给出了宇航微系统电子产品后续发

展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LU J Q. 3-D Hyperintegration and Packaging 

Technologies for Micro-Nano Systems [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09, 97(1)：18-30.

[2] DAS A N,MURTHY R,DAN O P,et al. A Multiscale 

Assembly and Packaging System for Manufacturing of 

Complex Micro-Nano Device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2, 9(1)：160-170.

[3] 武俊齐 ,赖凡 . 硅基异质集成技术发展趋势与进展 [J]. 微电

子学 , 2020, v.50；No.286(02)：65-69.

[4] MENG J，DOUGLAS S T，DASGUPTA A. MEMS 

Packaging Reliability in Board-Level Drop Tests 

Under Severe Shock and Impact Loading Conditions｡

Part I：Experiment [J]. Components，Packag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IEEE Transactions on，

2016，6(11)：1595-1603.

[5] CHARLES H K. Tradeoffs in multichip module yield 

and cost with known good die probability and repair [J].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2001，41(5)：715-733.

[6] 杨晖，后摩尔时代 Chiplet 技术的演进与挑战 [J]. 集成电路

应，2020, v.37; No.320(05): 58-60. 

[7] JEONG J，LAIWALLA F，LEE J，et al. Conformal 

Hermetic Sealing of Wireless Microelectronic Implantable 

Chiplets by Multilayered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J].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2019，29(5)：

张伟 等：微系统电子产品发展趋势及宇航应用面临的技术挑战



18

航天微电子
AEROSPACE MICROELECTRONICS

1806440.1806441-1806440.1806410.

[8] MBIHI J，NNEME L N. Development of Jump 

Markovian Dynamic Models of Low Cost Digital Duty-

Cycle Modulation Drivers For Target System-on-Chip 

Devic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20：364-372.

[9] 赖凡 , 王守祥 , 何晋沪 .微系统技术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J].

微电子学 ,2015, 045(001): 81-87. 

[10] 茹茂，翟歆铎，白霖，等 . 再布线圆片级封装板级跌落可靠

性研究 [J]. 半导体技术 , 2013, 38(009): 84-90.

[11] 刘忆冰 . 双龙腾云霄 AMD EPYC 及 Ryzen Pro 处理器的

到来意味着什么 ? [J]. 微型计算机，2017(21)：18-21.

[12] Nathan，Brookwood. EPYC( 霄龙 ) 处理器高能效 CPU 设

计研究 [J]. 中国集成电路，2020，v.29；No.258(11)：36-41.

[13] Kim J ，Murali G，Park H，et al. Architecture, Chip, 

and Package Codesign Flow for Interposer-Based 2.5-D 

Chiplet Integration Enabling Heterogeneous IP Reuse [J].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 

Systems, 2020， PP(99)：1-14.

[14] 朱恒静，张延伟，张伟，祝名 . 微系统产品宇航应用可靠性

保证关键技术 [J]. 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2020，v.38；

No.227(05)：12-15. 

张伟（1982—），男， 研究员，

长期从事宇航元器件总体设计、

需求规划、微系统保证等方面的

技术研究工作。

作者简介：



19

—— 研究论坛 ——

SiC MOSFET 可靠性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王 俊，王雨薇，梁世维，邓高强，帅智康

（湖南大学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 长沙市 410082）

摘　要：碳化硅（SiC）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典型代表，具有禁带宽度大、临界击穿场强高、热导率高、饱和载流子迁移率高、

抗辐照性能强等优异特性，因而天然在高温、高压、高频、大功率、强辐照等应用环境展现出巨大潜力。本文首先介绍了碳化硅基金属 -

氧化物 - 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栅氧相关的可靠性问题，进一步对器件在高温偏压应力、重复浪涌应力、重复过流应力及空

间辐射下的可靠性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综述与分析，最后讨论了高可靠性 SiC MOSFET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碳化硅；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可靠性；栅氧退化

中图分类号：TN303     文献标识码：A

Status and Research of SiC MOSFET’s Reliability

Wang Jun, Wang Yuwei, Liang Shiwei, Deng Gaoqiang, Shuai Zhikang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SiC has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ide 

bandgap, high critical breakdown field strength,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high saturated carrier mobility and strong radiation resistance. 

Therefore, it naturally shows great potential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high frequency, high power and strong 

radi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ate oxygen reliability of SiC MOSFET, and furth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evice’s 

reliability under high temperature bias stress, repeated surge stress, repeated overcurrent stress and space radi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trend 

of high-reliability SiC MOSFET is discussed.

Key words：SiC; MOSFET; reliability; gate oxygen degradation

0 引言

航空航天、导弹和运载火箭等国家战略领域所需

小型化轻量化开关电源和伺服系统“全电动化”的技

术发展不断进步，对电子设备体积、重量和功耗的要

求比地面设备更加严苛。提高电子设备小型化、轻量

化和电能利用效率的关键是采用高频低功耗和耐高温

的高压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碳化硅（SiC）作为代表

性的新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具有 3 倍于硅材料的禁

带宽度、10倍的临界击穿场强和 3倍的热导率等 [1,2]，

使得 SiC 功率器件成为发展新一代高性能电力电子系

统的关键核心元器件。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

局、能源部和航空航天局等单位高度重视和扶持 SiC

相关功率器件的研究和产业化，启动了 WBGSTI、

SWITCHES、Power America 等重点项目，带动了

全球 SiC 技术和行业发展。自德国英飞凌于 2001 年

首次实现 SiC 二极管产业化和美国科锐公司于 2011

年首次实现 SiC MOSFET 商用化以来，SiC 功率器

件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不断提高，包括英飞凌、科

锐、罗姆、意法半导体、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北京

泰科天润等厂商陆续加大对 SiC 功率器件的研发和

产业化投入，从而提升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多

家国内外公司已推出 2 ～ 3 代 SiC MOSFET 产品，

涵盖 650V/120A、1.2kV/115A、1.7kV/72A 等多

个功率等级 [3]。当前 SiC MOSFET 已进入产业化初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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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2019 年全球 SiC 市场规模达到 5.6 亿美元。

同时，SiC 功率器件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展现出巨

大的应用潜力，备受欧美日等国航空航天部门的

关注。美国航天航空局 NASA 格伦研究中心 2014

研发了基于 SiC MOSFET 和二极管的 15kW 霍

尔推进器功率处理单元（PPU），系统效率高达

97%，并成功与 NASA-300M 20kW 霍尔推进器

集成使用 [4]；其 2018 年的研究证实了采用 SiC 的

集成电路产品可适用于金星表面 460℃的高温应用

场景 [5]。

虽然当前商用 SiC MOSFET 已经可以满足常

规应用需求，但在轨道交通、电动汽车和航空航天

等强冲击、大温差和强辐照等复杂恶劣工况下，

SiC MOSFET 的可靠性还有待关注。诸多研究发

现 SiC MOSFET 在极限工况下（如高温栅偏压应

力、重复浪涌应力、重复过流应力及空间辐射等）

容易出现显著的性能退化现象，尤其是 SiC/SiO2

界面较差且电场强度高，栅氧是 SiC MOSFET

最薄弱且应力过程中最易损伤的部位，与 SiC 

MOSFET绝大多数的可靠性问题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将首先探讨 SiC MOSFET 器件栅氧相关的可

靠性状况，进而对 SiC MOSFET 在极限工况下与

栅氧相关的性能退化现象及研究现状进行重点讨

论。

1 栅氧可靠性

商用 SiC MOSFET 的可靠性测试结果表明，

在常规栅极电压条件下，其栅氧寿命是可以接受

的。图 1 是不同的制造商（包括 Wolfspeed，Rohm

和 ST Microelectronics）在 150℃下对商用平面栅

极和沟槽栅 SiC MOSFET 测得的 MTTF 的栅氧

寿命预测。在 20V 栅极电压下的 1200V/36A SiC 

MOSFET（C2M0080120D）和在 15V 栅极电压下的

1200V/23A SiC MOSFET（C3M0065090D） 的 预

期寿命分别为 800 万小时和 6亿年。

 

图 1 平面栅极和沟槽栅极 SiC MOSFET的栅氧的寿命预测 [6]

Fig.1 Lifetime projections of gate oxides of planar gate and 

trench gate SiC MOSFET

虽然目前的 SiC MOSFET 能够满足常规应用场

合的安全使用，但栅氧质量相比 Si 基器件差，在一

些极端工况下存在可靠性问题。SiC 中 Si-C 键结合

能很大，其氧化温度远高于 Si，且其氧化副产物没有

充分溢出，在 SiC/SiO2 界面处形成碳团簇，导致其

界面态密度（通常约 1011 ～ 1012eV-1cm-2[7]）比 Si 基

器件高约两个数量级。同时，SiC和 SiO2 的能带偏移

较小，栅隧穿势垒仅2.7eV（较Si基器件低0.4eV[8]），

故在相同电场下 SiC MOSFET 的栅极隧穿电流高于

Si 器件。除此之外，SiC 器件的临界电场强度较 Si

器件高约一个数量级，导致栅氧在器件关断反偏状态

下易被击穿失效，或在强辐照条件下容易发生单粒子

栅穿现象。

2 极限工况下的性能退化

2.1 高温栅偏置应力下退化

SiC MOSFET 高温栅偏置应力下的性能退化主

要表现为器件阈值电压 (Vth) 的漂移，其通常由 SiC/

SiO2 界面陷阱中的大量电荷积聚和高电场应力导致

电荷隧穿进入栅氧化层陷阱所致 [9,10]。在不同栅极

表面电势作用下，空穴或电子隧穿进入氧化层，被

氧化层陷阱俘获而带正电或负电 [11]。图 2 是实验

报道的在 20V 栅极偏置电压下 SiC MOSFET 阈

值电压漂移与温度的关系 [12]。阈值电压的正向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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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导致导通电阻增加，从而降低变换器的效率。阈

值电压的负向漂移会增加关断状态下的漏极漏电

流，可能导致器件在关断状态下误开通 [13]。因此

抑制或减小Vth 漂移对于变换器的可靠运行至关重

要。

 

图 2 阈值电压漂移与温度的关系 [14]

Fig.2 Threshold voltage instability w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2.2 重复浪涌应力下退化

目前，商用 SiC MOSFET 体二极管的稳定性已

在变换器 10,000 小时长期运行中得到验证，且未观

察到明显双极性退化现象 [14,15]。已有实验测试研究

发现相同额定电流的 SiC MOSFET 体二极管比 SiC

结势垒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更强的浪涌能力 [16,17]。尽

管 SiC MOSFET 体二极管具有较好的浪涌鲁棒性，

但体二极管经过重复浪涌应力之后，SiC MOSFET

出 现 明 显 退 化 [18]。1200V/12.5A SiC MOSFET

（C2M0160120D）的性能下降与浪涌应力下的浪涌

电流幅值和负栅极关断电压密切相关。图 3 是 SiC 

MOSFET 分别经过 70A 和 110A 浪涌电流冲击应力

之后，在不同的栅极关断电压下Vth 和Rds(on) 的变化。

SiC MOSFET退化归因于栅氧内的电荷注入和积累，

当栅极关断电压为 -5V 和 -10V 时，注入到栅极氧

化物中的空穴会导致Vth 降低。当栅极关断电压为

0V 时，注入栅氧中的电子会引起Vth 的增加，Rds(on)

的变化是由于栅氧退化导致 SiC MOSFET 沟道电阻

变化 [19]。

 

图 3 在体二极管 70A 和 110A 浪涌应力作用下，不同栅关断电压

对 1200V/12.5A 器件 (C2M0160120D)Vsd 和Rds(on) 的影响 [21]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gate off voltages on 1200V/12.5A 

MOSFET (C2M0160120D) Vsd and Rds(on) under surge stress of 

bulk diodes 70A and 110A

2.3 重复过流应力下退化

电力电子装置不可避免的会经历过载状态，功率

器件会承担一段时间的过流应力，为此探究器件在长

期重复过流应力下的退化，并对主要的电学参数进行

提取分析是必要的，目前在此领域内的研究还比较局

限 [20,21]。通过重复过流研究平台和功率器件分析仪研

究了 1200V/30A SiC MOSFET(C3M0075120K) 在

重复过流应力下主要电学参数的退化趋势，分析结

果如图 4 所示。随着应力周期增大，Vth 和Rds(on) 呈

现不同程度的减小，并且随着过电流等级的增大，

退化加剧。进一步对其退化机理进行深入探究，在

长期过流状态下器件的退化主要是栅氧的退化和阈

值电压降低。阈值电压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空穴在强

电场的作用下被注入栅氧，同时结合过流导致器件

的功耗增大，器件工作的平均温度升高，进一步加

剧栅氧退化。

王俊 等：SiC MOSFET可靠性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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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过流等级对 1200V/30A 器件 (C3M0075120K) Vth 和

Rds(on) 的影响

Fig.4 1200V/30A MOSFET (C3M0075120K) under different 

overcurrent levels Vth and Rds(on)

2.4 空间辐射下退化

随着战略核武器技术及军事航空航天技术的高

速发展，核武器及航天器上搭载的电子装置的种类与

数量也急剧攀升，这对发展高效、轻量化的电能变换

装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传统硅（Si）基功率

MOSFET 器件的性能已达到理论预测的极限，越来

越无法满足新一代战略核武器及航天器对高效电能变

换的需求。随着 SiC 功率器件在空间与军事应用的拓

展，其在空间高能粒子辐照条件下的电学性能退化问

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与研究。

相较于 Si 材料，SiC 较大的禁带宽度显著抑制

了电离辐射效应导致的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其临界位

移能量约21.8eV，产生辐照位移缺陷的可能性较低。

目前，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SiC 功率器件在空间辐

照下抗位移损伤能力与抗总剂量辐照能力优于 Si 基

器件 [22-24]。然而，其抗单粒子效应（如单粒子烧毁、

单粒子栅穿、单粒子翻转等）的能力却低于预期，

甚至低于同电压等级的 Si 基器件。如图 5 所示 [25]，

目 前 商 用 SiC MOSFET 在 LET (Linear Energy 

Transfer)>10MeV·cm2/mg，偏压 <50% 额定电压

已出现漏电流的显著退化和单粒子烧毁，而对于宇航

级电力电子器件，LET=75MeV·cm2/mg 时仍要求

工作电压 >50% 额定电压，因此民用 SiC MOSFET

尚未达到实际航空航天等的应用要求。

 

图 5 LET 与 1200V SiC MOSFET退化、烧毁的阈值电压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LET and degradation Vth of 1200V 

SiC MOSFET

近年来，众多机构对 SiC 器件单粒子效应下的

电荷聚集、局域瞬态高温现象开展研究 [26-28]。一些

研究者基于 TCAD 模拟推测寄生晶体管开启是导致

SiC MOSFET 辐照下烧毁失效的主要原因 [28-30]，但

也有相反观点认为 SiC MOSFET 寄生晶体管较难开

启，其在单粒子烧毁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证实。除

单粒子烧毁，单粒子栅穿效应是 SiC MOSFET 器件

面临的另一严峻挑战。如前所述，尽管尝试了一系列

改善措施，SiC MOSFET 界面质量仍距 Si 基器件有

巨大差距，兼之 SiC 介电常数与击穿电压特性导致更

严重的栅氧电场强度集中，更易诱发器件的单粒子栅

穿效应。此外，目前标准工艺中为改善 SiC MOS 界

面引入的氮化处理会在氧化层中产生较多空穴陷阱，

加剧阈值电压负向漂移，进一步导致更早诱发单粒子

效应引起的栅退化 [31]。

针对以上问题，目前 SiC 器件抗单粒子辐照的

加固方法主要包括器件结构加固与工艺加固两方面。

SiC MOSFET 的结构加固主要集中在器件潜在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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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区（如外延层-衬底界面、有源区、终端区等），

通过设计衬底缓冲层 /导结构、优化调整元胞结构等

方法抑制瞬态的电场与热场集中、提升寄生晶体管触

发阈值等，从而实现器件抗辐照性能的提升。而 SiC 

MOSFET 的工艺加固主要集中在栅工艺加固，如热

氧化与钝化工艺优化、高 k栅介质与叠栅结构、栅介

质钝化屏蔽层技术等等。此外，外延工艺加固（如梯

度掺杂外延生长技术）、有源区工艺加固（如调控离

子注入与退火工艺）、封装加固等方向也获得了诸多

关注与研究。

3 结束语

目前商用 SiC MOSFET 已进入产业化阶段，相

关产品可以满足常规应用的需求，但在轨道交通、电

动汽车和航空航天等强冲击、强辐照等复杂恶劣工况

下，SiC MOSFET 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提

升。目前，受限于 SiC/SiO2 体系较差的界面 ( 界面

态密度约 1012eV-1cm-2)、较小的 SiC-SiO2 的能带带

偏（势垒约 2.7eV) 以及较高的栅氧电场，商用 SiC 

MOSFET 器件在恶劣工作条件下的性能退化及栅氧

相关可靠性问题主要包括：（1）在高温栅偏置应力下，

电荷隧穿进入栅氧化层陷阱导致的阈值电压严重漂移

的问题；（2）在重复浪涌冲击下，栅氧内的电荷注

入与积累导致的阈值电压漂移与沟道电阻退化问题；

（3）在重复过流应力下，器件工作温度升高及空穴

在强场下被注入栅氧导致的栅氧加剧退化的问题；

（4）在空间辐射环境中，较差栅氧品质与栅氧电场

强度集中导致的严重的单粒子栅穿效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栅氧品质是影响 SiC 

MOSFET芯片在恶劣工况下的可靠性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重点开展 SiC MOSFET 栅氧质量提升和加固

技术的研究工作，进而实现 SiC MOSFET 在极端工

况下的可靠性提升，对现阶段 SiC MOSFET 的技术

发展与大规模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产业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HE X, HUANG A Q,Ó. L ,et al. Review of Silicon 

Carbide Power Devi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17, 64(10): 

8193-8205.

[2]　OUAIDA R, CALVEZ C, PODLEJSKI A, et al. 

Evolution of Electrical Performance in New Generation 

of SiC MOSFET for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C]//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Power 

Electronics Systems, Nuremberg, Germany, 2014: 1-5.

[3]　盛况 , 任娜 , 徐弘毅 . 碳化硅功率器件技术综述与展望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20, 40(06): 1741-1753.

[4]　PIÑERO L R, SCHEIDEGGER R J, AULSIO M 

V, et al. High input voltage discharge supply for 

high power Hall thrusters using silicon carbide 

devices[C]//International Electric Propulsion Conference 

(IEPC2013),2014.

[5]　NEUDECK P G, SPRY D J, KRASOWSKI M J, et 

al. Year-long 500℃ operational demonstration of up-

scaled 4H-SiC JFET integrated circuits[J]. Journal of 

Microelectronics and Electronic Packaging, 2018, 15(4): 

163-170.

[6]　WBG power devices: status and prospects’, https://

www.acreo.se/sites/default/files/pub/acreo.se/

Events/SCAPE_2018_Presentations/Tutorial/1a_mietek_

bakowski_sicdevices.pdf.

[7]　AFANASEV V V, BASSLER M, PENSL G, et al. 

Intrinsic SiC/SiO2 Interface States[J]. Physica Status 

Solidi A, 1997, 162 (1): 321-337.

[8]　CHBILI Z, CHBILI J, CAMPBELL J P, et al. 

Mass ive ly para l l e l TDDB tes t ing: S iC power 

devices[C]//2015 IEE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liability 

Workshop (IIRW). IEEE, 2015: 91-94.

[9]　LELIS A J,  GREEN R, HABERSAT D, et al.  Basic 

Mechanisms of Threshold-Voltage Instabil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liability Testing of SiC MOSFE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 2015, 62(2): 

316-323.

[10]　LELIS A J, HABERSAT D, GREEN R, et al.Time 

Dependence of Bias-Stress-Induced SiC MOSFET 

Threshold-Voltage Instability Measuremen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 2008, 55(8): 1835-

1840.

王俊 等：SiC MOSFET可靠性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4

航天微电子
AEROSPACE MICROELECTRONICS

[11] GREEN R, LELIS A, HABERSAT D. Threshold-

voltage bias temperature instability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iC MOSFETs[J].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6, 55(4EA03): 1-7.

[12] CHEN Z, YAO Y, DANILOVIC M , et 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iC power MOSFETs for high-temperature 

applications[C]. 2012 15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 (EPE/PEMC), Novi 

Sad, 2012:DS1a.8-1-DS1a.8-9.

[13] AICHINGER T, RESCHER G, POBEGEN G. Threshold 

voltage peculiarities and bias temperature instabilities of 

SiC MOSFETs[J].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 2018, 80, 

68-78.

[14] HULL B, ALLEN S, ZHANG Q, et al.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SiC power MOSFETs and next-generation 

SiC MOSFETs [C]//2014 IEEE Workshop on Wide 

Bandgap Power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IEEE, 2014: 

139-142.

[15] BOLOTNIKOV A, GLASER J, NASADOSKI J, et 

al. Utilization of SiC MOSFET body diode in hard 

switching applications[J]. Materials Science Forum, 2014, 

778-780: 947-950.

[16] SADIK D, HEINIG S, JACOBS K, et 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urge current capability of the body diode of SiC 

MOSFETs for HVDC applications[J]. Pro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wer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EPE'16 ECCE Europe), Karlsruhe, 2016: 1-10.

[17] CARASTRO F, MARI J, ZOELS T, et al.Investigation 

on diode surge forward current ruggedness of Si and 

SiC power modules[C]//2016 1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wer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EPE'16 ECCE 

Europe). IEEE, 2016: 1-10.

[18] JIANG X, ZHAI D, CHEN J, et al. Comparison Study 

of Surge Current Capability of Body Diode of SiC 

MOSFET and SiC Schottky Diode[J]. 2018 IEEE Energy 

Conversion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ECCE), Portland, 

OR, 2018:845-849.

[19] JIANG X, WANG J, CHEN J, et al. Investigation 

on Degradation of SiC MOSFET Under Surge Current 

Stress of Body Diode[J].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2020, 8(1): 77-89.

[20] SCHROCK J A, WILLIAM B R, KEVIN L, et 

al.High-Mobility Stable 1200-V, 150-A 4H-SiC 

DMOSFET Long-Term Reliability Analysis Under 

High Current Density Transient Condi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2015, 30(6): 2891-

2895.

[21] SCHROCK J A, BEJOY N P, ARGENIS V B, et 

al.Failure Analysis of 1200-V/150-A SiC MOSFET 

Under Repetitive Pulsed Overcurrent Condi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2016, 

31(3):1816-1821.

[22] AKTURK A, MCGARRITY J M, POTBHARE S, et 

al. Radiation Effects in Commercial 1200 V 24 A Silicon 

Carbide Power MOSFE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3, 59(6):3258-3264.

[23] PINTACUDA F, MASSETTI S, MUSCHITIELLO M, 

et al. TID test results of radiation hardened SiC MOS 

structures pre-temperature stressed[C]//2019 European 

Space Power Conference (ESPC).

[24] ALEXANDRU M, FLORENTIN M, CONSTANT A, et 

al. 5 MeV proton and 15 MeV electron radiation effects 

study on 4H-SiC nMOSFET electrical parameter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4, 61(4):1732-

1738.

[25] BALL D R, HUTSON J M, JAVANAINEN A, et al. 

Ion-Induced Energy Pulse Mechanism for Single-Event 

Burnout in High-Voltage SiC Power MOSFETs and 

Junction Barrier Schottky Diod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9，67(1): 22-28.

[26] KUBOYAMA S, KAMEZAWA C, IKEDA N, et 

al. Anomalous Charge Collection in Silicon Carbide 

Schottky Barrier Diodes and Resulting Permanent 

Damage and Single-Event Burnout[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06, 53(6): 3343-3348. 

[27] KUBOYAMA S, MUZUTA E, Y NAKADA, et al. 

Thermal Runaway in SiC Schottky Barrier Diodes 

Caused by Heavy 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9, 66(7):1688-1693.

[28] ABBATE C, BUSATTO G, COVA P, et al. Analysis 



25

—— 研究论坛 ——

王俊（1979—），男，湖北省黄

冈市人，博士、教授、博导，专

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其应用的

研究。

作者简介：

of Heavy Ion Irradiation Induced Thermal Damage in 

SiC Schottky Diod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5, 62(1):202-209. 

[29] ZHOU X, TANG Y, JIA Y, et al. Single-Event Effects 

in SiC Double-Trench MOSFET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9, 66(11): 2312-2318. 

[30] JOHNSON R A, WITULSKI A F, BALL D R, et al. 

Enhanced Charge Collection in SiC Power MOSFETs 

Demonstrated by Pulse-Laser Two-Photon Absorption 

SEE Experiment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9, 66(7):1694-1701. 

[31] SRIRAM K, SARIT D, JOHN R, et al. Total Dose 

Radiation Response of Nitrided and Non-nitrided 

SiO2/4H-SiC MOS Capacitor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06, 53(6):3687-3692.

王俊 等：SiC MOSFET可靠性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6

航天微电子
AEROSPACE MICROELECTRONICS

现有电离总剂量辐照试验方法对 SiC MOSFET 适用性

于庆奎 1，曹 爽 1，王 贺 1，吕 贺 1，孙 毅 1，张琛睿 2

（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宇航物资保障事业部，北京 100029；2.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  要：为了评估现有电离总剂量辐照试验标准对碳化硅器件的适用性，以来自三个生产厂的 1200V SiC MOSFET 器件为样品进行

了辐照试验。辐射源为钴-60γ 射线，剂量率分别为 50rad(Si)/s 和 0.01rad(Si)/s。试验结果显示，所有被试器件阈值电压因辐射感生氧化

层陷阱正电荷而发生负漂移；在 2100h 室温退火和 150℃高温加速退火过程中，阈值电压负漂移发生部分恢复。研究了高温栅偏和累积总

剂量对 SiC MOSFET 阈值电压漂移的协和效应。研究结论是，累积总剂量和高温栅偏应力相互独立地引起阈值电压漂移，现有电离总剂

量辐照试验标准可用于评估 SiC MOSFET抗电离总剂量水平，但是，辐照试验程序中应增加对高温栅偏应力引起阈值电压漂移的评估。

关键字：MOSFETs；碳化硅（SiC）；总剂量效应；试验标准

中图分类号：TN386.1，V416.5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Total Ionizing Dose Radiation Test Standards to SiC MOSFETs

Yu Qingkui1, Cao Shuang1, Wang He1, Lv He1, Sun Yi1, Zhang Chenrui2

(1. China Aerospace Components Engineering Center, Beijing, 10029, China; 2. The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For estima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xisting TID test standards to the wide-gap semiconductor silicon carbide (SiC) 

devices, 1200V SiC n-channel MOSFETs from three manufacturers were irradiated with Cobalt-60 γ-rays at the high radiation dose rate of 

50 rad(Si)/s and the low radiation dose rate of 0.01 rad(Si)/s, respectively. The threshold voltage of devices under test (DUT) shifted toward 

negative due to the radiation-induced positive oxide trapped charges. Room temperature (RT) anneal of maximum time of 2100h, and high 

temperature (HT) accelerated anneal of maximum temperature of 150°C were performed, causing the threshold voltage shift to recover. The 

synergetic effects of temperature-gate-bias stress and TID on SiC MOSFETs we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In conclusion, the degradation of 

SiC MOSFETs irradiated at high dose rate is dominated by the positive trapped oxide charges, the existing TID test standards are applicable 

to evaluating the SiC MOSFETs radiation hardness level, but the threshold voltages shift due to high-temperature-gate-bias (HTGB) should 

be evaluated. 

Key words：MOSFETs; silicon carbide (SiC); total dose effect; test standards

0 引言

与传统的硅半导体器件相比，宽带隙半导体碳化

硅（SiC）器件具有高击穿电压、大功率、高工作温

度等优点，是新一代航天器非常希望选用的电力电子

器件 [1-6]。基于硅基器件已制定电离总剂量试验标准

可以评估空间用 MOS 器件的抗辐射水平，如 MIL-

STD-883 方法 1019，欧洲标准ESCC22900 等。试验

标准规定了最劣偏置下的高剂量率辐照、辐照后室温

退火和高温加速退火等试验流程。辐照剂量率、辐照

后的退火时间和温度等试验条件是基于 Si MOSFET

器件辐射效应机理确定的 [7-9]。辐照在栅氧化层产生

氧化层陷阱电荷，在 Si/SiO2 界面产生界面态。氧化

层陷阱电荷为正电荷，n 沟道 MOSFET 中辐射感生

界面态为负电荷，p 沟道 MOSFET 中辐射感生界面

态为正电荷。正的氧化层陷阱电荷引起阈值电压负漂

移，负的界面态引起阈值电压正漂移。辐射感生氧化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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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面会引起器件参数超差，甚至功

能失效。在 Si MOSFET 器件中，氧化层陷阱电荷和

界面态的产生和退火呈现时间相关效应（TDE）。辐

照后，氧化层陷阱电荷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并且随着

时间增加，会发生退火。对一些 Si MOSFET 器件，

用高剂量率辐照可能会高估氧化层陷阱电荷的作用。

为了减少对氧化层陷阱电荷作用的高估，现有的试验

标准，如 MIL-STD-883 方法 1019，规定高剂量率

辐照后室温退火试验流程。和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

荷不同，辐照后，界面态的产生在室温下可以持续很

长时间，对一些 Si MOSFET 器件，用高剂量率辐照

可能会低估界面态的影响。因此，总剂量试验标准要

求高剂量率辐照后进行高温加速退火。高温加速退火

是用来加速界面态的产生和氧化层陷阱电荷的退火。

高温加速退火可以界定界面态引起的最大退化量。标

准要求辐照及退火试验在最劣偏置下进行，在最劣偏

置下辐射感生缺陷最多。MIL-STD-883 方法 1019

给出的主要试验流程为：（1）高剂量率辐照。标准

的高剂量率为50～300rad(Si)/s；（2）如果参数超差，

要求进行室温退火；（3）高温加速退火。标准的高

温加速退火条件为 100℃、168h。所有应用于空间

的 MOS 器件应按照标准进行抗辐射水平评估。SiC 

MOSFET具有和Si MOSFET类似的栅氧化层结构，

有研究报道，SiC MOSFET 阈值电压随辐照累积总

剂量增加而发生负漂移，并且阈值电压负漂移在室温

退火过程中发生恢复 [10,11]；辐照偏置和随后的退火对

SiC MOSFET 的辐射响应有很大的影响 [12-15]，和 Si 

MOSFET 类似。但是，不同于 Si MOSFET 的栅氧

化层是由硅氧化而成，SiC MOSFET 的栅氧化层是

由 SiC 氧化而成，SiC MOSFET的 SiC/SiO2 界面结

构比 Si MOSFET 的复杂，研究发现 SiC/SiO2 界面

附近氧化层有较高的界面陷阱密度，称为近氧化层陷

阱 NITs[16,17]。这些陷阱缺陷是在栅氧化过程中产生

的。近界面陷阱会引起阈值电压漂移。A. J. Lelis

研究得出在高温栅偏置（HTGB）应力下 4H-SiC 

MOSFET 的阈值电压呈现严重的不稳定性 [18]。阈值

电压在正栅偏置下向正方向漂移、在负栅偏置下向负

方向漂移。SiC MOSFET 阈值电压对 HTGB 和累积

总剂量均敏感 [19]。这给 SiC MOSFET 总剂量

效应评估带来了新问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利

用现有的总剂量试验标准评估 SiC MOSFET 的

抗辐射水平可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果。因此，有

必要评估现有总剂量试验标准对 SiC MOSFET

的适用性。退火条件应基于 SiC 器件的试验数

据进行修正。HTGB 的影响应在试验标准中得

到体现。

本文重点研究现有总剂量试验标准对 SiC 器件

的适用性。参照已有的电离总剂量辐照试验标准，

对三个生产厂的 1200V SiC MOSFET 试验样品，用

钴 -60γ（60Coγ) 射线、在 50rad(Si)/s 高剂量率、

最劣偏置下辐照。辐照后，分别进行室温退火和高温

加速退火。分析了辐照和退火过程中氧化层陷阱电荷

和界面态的产生和退火。对累积总剂量和温度偏置应

力对阈值电压漂移的协和效应进行了试验研究。总结

试验结果，对现有的总剂量试验标准提出一些改进建

议。用 0.01rad(Si)/s 低剂量率辐照试验结果对结论

进行验证。 

1 试验样品和条件

1.1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为三个生产厂制造的商用 1200V SiC 

n沟道MOSFET，以下称为样品A、样品B和样品C。

所有样品均为塑封。表 1 列出了试验样品的主要电参

数。

表 1 试验样品A、B、C的主要电参数

Tab.1 Main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sample A, B and C

测试条件 样品A 样品 B 样品C

VDSMAX(V) VGS=0V, ID=100μA 1200 1200 1200

IDSMAX(A) / 35.5 40 19 

RDS(on)(m  )
VGS=20V, ID=20A (A,B)

VGS=20V, ID=10A (C)
80 80 160

Vth(V)

VDS=VGS, IDS=5mA (A)

VDS=VGS, IDS=1mA (B)

VDS=VGS, IDS=2.5mA (C)

2.0～4.0 2.0～4.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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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生产厂的试验样品数量为 80 只。每项试验

样品数量至少 3只。

1.2 辐射源

辐射源为 60Coγ 射线。高剂量率为 50rad（Si）

/s，低剂量率为 0.01rad（Si）/s。所有辐照试验在

室温下进行。

1.3 辐照偏置

在最劣偏置下辐照。被试器件首先在下面四种

偏置下进行辐照：1）正栅极偏置：VGS = 20V, VDS 

= 0V；2）负栅偏置：VGS =-5V, VDS = 0V, 或

者 VGS = -20V, VDS = 0V；3）漏极偏置：VGS = 

0V, VDS = 500V；4）零偏置：VGS = 0V, VDS = 

0V。根据试验结果确定最劣偏置。

1.4 室温退火和高温加速退火

在最劣偏置下进行室温退火和高温加速退火。室

温退火最长时间为 2100h。进行 100℃和 150℃高温

加速退火，来评估温度的影响。

在室温、100℃和 150℃下，测试正栅偏置和负

栅偏置的阈值电压不稳定情况，评估HTGB 效应。

1.5 电参数测试

测试亚阈值Ids-Vgs 特性和阈值电压Vth（测试

条件见表 1）。测试仪器用 Keysight 功率器件分析

仪 B1505。采用电荷泵法测试界面态，测量仪器用

Keithley 4200。

所有电参数测试在室温下进行。

2 试验结果和讨论

2.1 最劣偏置

正栅偏置下阈值电压漂移最大。图 1 为样品 B

不同偏置下辐照阈值电压漂移随累积总剂量变化的

试验结果。辐照到 1Mrad(Si)，+20V 栅偏置下的阈

值电压漂移为 -1.8V，-5V 栅偏置下的阈值电压漂

移为 -0.45V，600V 漏 - 源偏置下的阈值电压漂移

为-0.2V，零偏置下的阈值电压漂移为-0.15V。漏-

源偏置和零偏置下，阈值电压漂移小。样品 C 的试

验结果类似，见表 2，辐照到 1Mrad(Si)，+20V 栅偏

置下的阈值电压漂移为 -2.3V，-20V 栅偏置下的阈

值电压漂移为 -1.6V。试验得出，正栅偏置下阈值

电压漂移最大，该结果与文献 [12]、[13]报道的一致。

在正栅偏置下，在栅氧化层中产生的电子 - 空穴对

将被快速分离，辐射产生陷阱电荷的产额高。正栅

偏置，VGS =20V 和VDS=0V，在本文中被用作最劣

偏置。

图 1 样品 B在不同偏置下阈值电压漂移 Vth 随累积总剂量变化

Fig.1 Threshold voltage shifts Vth as a function of total 

dose of sample B irradiated under various biases

表 2 样品 C在不同偏置下辐照 1Mrad(Si) 后阈值电压漂移

Tab.2 Threshold voltage shifts  Vth of sample C irradiated 

to 1Mrad(Si) under various biases 

偏置

VGS=20V VGS=20V VGS=0V VGS=0V

VDS=0V VDS=0V  VDS=500V VDS=0V 

Vth/V -2.3 -1.6 -0.47 -0.37

 2.2 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被试器件在 50rad(Si)/s 剂量率、最劣偏置

下辐照到 1Mrad(Si)。在累积总剂量 0krad（Si）、

100k r ad（S i）、300k r ad（S i）、500k r ad

（Si） 和 1Mrad（Si） 时 测 量 亚 阈 值 I DS-V GS

（VDS=0.1V）特性。所有样品的 I-V 特性曲线

均发生负漂移。图 2 为样品 A、B、C 的被试器

件亚阈值 I DS-V GS 特性随累积总剂量的变化。所

有被试器件阈值电压负漂移的幅度随累积总剂量

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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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品 A

 

b) 样品 B

 

c) 样品 C

图 2 50rad/s 剂量率、正栅偏置辐照，样品A、B、C的IDS-VGS

（VDS=0.1V）特性曲线随累积剂量变化

Fig.2 IDS-VGS（VDS=0.1V）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A, B,C 

as a function of total dose irradiated at 50 rad(Si)/s

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均可引起阈值电压

漂移。亚阈值 I-V 方法和电荷泵法被用来将 Si 

MOSFET 阈值电压漂移 ΔVth 分离为辐射感生氧化层

陷阱电荷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ot) 和界面态引起

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it)[20,21]。因为 SiC MOSFET 电

荷陷阱复杂，准确分离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有一

定的难度。文献 [22]、[23] 报道了用 C-V 法对 SiC

电容的测量结果和用电荷泵法对 SiC MOSFET 的测

量结果。对于 SiC MOSFET，除了辐射感生氧化层

陷阱电荷和界面态外，因为 NITs 的存在，HTGB 也

会引起阈值电压漂移。分离它们的贡献是困难的。在

正栅偏置应力作用过程中，NITs 因电子隧穿效应被

注入氧化层而被中和；在负栅偏置应用作用下，NITs

因电子隧穿效应被拉出氧化层而重新带负电 [24,25]。

NITs 引起的阈值电压不稳定与栅偏置和温度有关。

在本文第 3.5 节的试验中，我们发现在室温下测试

偏置应力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不明显，文献 [25] 给

出了类似的结果。我们基于以下假设：（1）经过长

时间正偏置后，NITs 已被中和，呈电中性。在室温

辐照过程中，NITs 对亚阈值 I-V 特性曲线变化的贡

献不大；（2）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的

产生对亚阈值 I-V 特性变化的贡献最大。我们用亚

阈值 I-V 法将阈值电压漂移 ΔVth 分离为 ΔV(ot) 和

ΔV(it)。结果用来定性对比分析辐照诱生的氧化层陷

阱电荷和界面态对阈值电压漂移的贡献。对所有样品，

使用相同的掺杂浓度NA = 1×1016cm-3 和栅氧化层

厚度tox=50nm。根据亚阈值 I-V 测试数据计算的结

果见表 3。可以看出，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对阈

值电压漂移的贡献比界面态的大。对于样品 B，氧化

层陷阱电荷对阈值电压漂移的贡献是界面态的 5 倍；

对于样品 C，氧化层陷阱电荷对阈值电压漂移的贡献

是界面态的10倍。得出的结论：在高剂量率下辐照，

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对阈值电压漂移的贡献比界

面态的大。

表 3 样品 B、C阈值电压漂移ΔVth 分离为ΔV(ot) 和ΔV(it) 的计

算结果

Tab.3 Threshold voltage shift ΔVth of samples B and C due 

to ΔV(ot) and ΔV(it)

样品
累积剂量 /

(krad(Si))
ΔVth/V ΔV(ot)/V ΔV(it)/V

B

100 -0.40 -0.52 0.12

500 -1.24 -1.55 0.31

1000 -1.78 -2.25 0.47

C

100 -0.30 -0.39 0.09

500 -1.01 -1.16 0.15

1000 -1.65 -1.85 0.20

于庆奎 等：现有电离总剂量辐照试验方法对SiC MOSFET适用性



30

航天微电子
AEROSPACE MICROELECTRONICS

2.3 室温退火后阈值电压漂移

对50rad(Si)/s剂量率辐照累积总剂量1Mrad(Si)

的样品，维持正栅偏置，进行 2100h 的室温退火。随

室温退火时间增加，阈值电压负漂移发生部分恢复，

图 3 为样品 C 室温退火过程中 I-V 特性。168h 室温

退火，阈值电压负漂移大约恢复 25%，2100h 室温退

火，阈值电压负漂移共恢复约 50%。试验发现，阈值

电压负漂移恢复速率与时间不是线性关系，随时间增

加，恢复速率减少。阈值电压负漂移是由正的氧化层

陷阱电荷引起的。在室温退火过程中，部分氧化层陷

阱电荷被退火掉，导致阈值电压恢复。在辐照和退火

过程中，SiC MOSFET 阈值电压漂移和恢复的行为

和Si MOSFET类似。试验得出，在高剂量率下辐照，

一些SiC MOSFET会被高估氧化层陷阱电荷的影响。

因此，对SiC MOSFET，如果辐照后发生参数超差，

有必要进行室温退火。

 

a) 样品 B

 

b)  样品 C

图 3 室温退火过程中IDS-VGS (VDS=0.1V) 特性变化

Fig.3 IDS-VGS characteristic of sample C during RT annealing

2.4 高温加速退火后阈值电压漂移

对50rad（Si）/s剂量率辐照累积总剂量1Mrad(Si)

的样品，维持正栅偏置，进行高温加速退火。

被试器件进行 150℃高温加速退火。为了评估长

时间退火的影响，退火时间延长到 500h。150℃退火

后阈值电压负漂移发生恢复。图 4 为样品 A 高温加

速退火过程中 I-V 特性。现有总剂量试验标准要求

进行高温加速退火的目的是评估在空间低剂量率长时

间辐照中器件因界面态引起的阈值电压正漂移。界面

态的增加会引起亚阈值 I-V 曲线变的更加倾斜 [20]。

图 4中亚阈值 I-V曲线的摆率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样品 B 和样品 C 的试验结果相同。因此，得出结

论：在辐照和高温加速退火中，新产生的界面态

很少。

我们用电荷泵法测量了被试器件界面态。对辐

照累积总剂量 1Mrad(Si) 的被试器件（样品序号：

B4、B5、B6）进行 150℃ 500h 高温加速退火，然

后用电荷泵法进行界面态测试。测试仪器用 Keithley 

4200，测试频率为1MHz，脉冲为2V，步进为0.05V。

未经历辐照、只进行 150℃ 500h 高温加速退火的 2

只样品（样品序号：B7、B8）被作为对比测试样品。

表 4 给出测试结果。从界面态的测试结果中，看不出

两种样品的界面态数量存在明显差别。这进一步证明

了在辐照和高温加速退火中，产生的界面态少，阈值

电压的漂移和恢复主要是氧化层陷阱电荷控制的。

在高温加速退火过程中，HTGB 对阈值电压正漂移

也有贡献。HTGB 对阈值电压正漂移的贡献将在 3.5

中分析讨论。

 

图 4 样品A 的被试器件辐照前、后，150℃高温加速退火后IDS-

VGS 特性曲线

Fig.4 IDS-VGS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A pre- and post-

irradiation, 150℃ HT accelerated an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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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用电荷泵法测量界面态的结果

Tab.4 Test results of interface state densities using CP 

technique  

样品号 辐照和高温退火经历 Nit(cm
-2)

B4 1Mrad(Si)+ 150℃ 500h 3.01×1011

B5 1Mrad(Si)+ 150℃ 500h 3.25×1011

B6 1Mrad(Si)+ 150℃ 500h 2.67×1011

B7 0Mrad(Si)+150℃ 500h 3.19×1011

B8 0Mrad(Si)+150℃ 500h 3.07×1011

2.5 高温栅偏置应力和累积总剂量对阈值电压漂移的

协和效应

试验测量了温度对阈值电压不稳定性的

影 响。 被 试 器 件 在 正 栅 偏 置 下（VGS=20V，

VDS=0V），分别在 25℃，100℃，和 150℃保持

168h。在不同温度下偏置 168h 的阈值电压漂移

测量结果见表 5。在 150℃下偏置 168h 的阈值电

压漂移比 25℃和 100℃下的大。样品 A 和样品 B

的试验结果相同。试验得出，正栅偏置下阈值电

压漂移与偏置温度有关，在 25℃～ 150℃范围内，

随温度提高，正阈值电压漂移增加。该结果与文

献 [25] 的吻合。

表 5 不同温度下偏置 168h 的阈值电压漂移测量结果

Tab.5 Threshold voltage shift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under 

positive gate bias for 168h

温度 /℃

ΔVth/V

样品A 样品 B

25 0.25 0.3

100 0.40 0.63

150 0.50 0.65

试验研究了电离总剂量和 HTGB 应力对阈值电

压不稳定的影响。有研究指出负栅偏置下 HTGB 引

起的阈值电压最不稳定 [25]。用两组样品进行了对比试

验。一组样品辐照到 1Mrad(Si) 累积总剂量，接着进

行 150℃、500h 正栅偏置。另一组样品不辐照，只进

行 150℃、500h 正栅偏置，即两组样品有相同的高温

正栅偏置经历，但辐照经历不同。首先进行 150℃、

500h 正栅偏置的目的是加速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

荷的退火，降低氧化层陷阱电荷退火带来的阈值电压

漂移变化，因而，就减少了对测量 HTGB 引起的阈

值电压变化的干扰。两组样品同时在负栅偏置下（VGS 

=-20V，VDS = 0V）保持 150℃、48h。试验结果表

明，所有样品的阈值电压向负方向漂移。试验样品

C4 和 C19 的 IDS-VGS 特性变化见图 5。样品 C4 经

历了 1Mrad(Si) 累积总剂量辐照和 150℃、500h 正栅

偏置；样品 C19 为对比样品，未被辐照过，只进行

了 150℃、500h 正栅偏置。图 5（a）中，最右边 I-V

曲线（标识实心方块）是辐照前的；经过 1Mrad 辐

照后，阈值电压发生负漂移，为图中最左边 I-V 曲

线（标识空心方块）；经过 150℃、500h 正栅偏置

后，阈值电压负漂移发生恢复，见右边倒数第二条

I-V 曲线（标识实心圆）；150℃、48h 负栅偏置后

阈值电压又发生负漂移，见左边倒数第二条 I-V 曲

线（标识实心三角），HTGB 引起样品 C4 阈值电压

负漂移 0.6V。可以看出，最终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th

是由辐射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TID 和 HTGB 引起

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HTGB 相加构成的。图 5（b）中，

中间 I-V 曲线（标识实心方块）是未辐照样品的；

经过150℃、500h正栅偏置后，阈值电压发生正漂移，

为最右边 I-V 曲线（标识实心圆）；150℃、48h 负

栅偏置后阈值电压又发生负漂移，为最左边 I-V 曲

线（标识实心三角），HTGB 引起样品 C19 阈值电

压负漂移 0.5V。HTGB 引起样品 C4、C19 阈值电压

负漂移几乎相同，即累积总剂量没有影响 HTGB 引

起的阈值电压漂移。在负栅偏置下，阈值电压负漂移

是由 NITs 引起的 [25]。得出结论如下，累积总剂量和

HTGB 相互独立地引起阈值电压漂移，最终的阈值

电压漂移ΔVth：

ΔVth=ΔVTID+ΔVHTGB

ΔVTID 是由累积总剂量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ΔVHTGB 是 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于庆奎 等：现有电离总剂量辐照试验方法对SiC MOSFET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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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辐照前、后，高温正栅偏后和高温负栅偏后的IDS-VGS特性 (a) 

样品 C4 辐照 1Mrad(Si) (b) 样品 C19 未辐照

Fig.5 IDS-VGS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pre- and post-high 

temperature negative gate bias (a) Sample C4 irradiated to 

1Mrad(Si) (b) Sample C19 no irradiation exposure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我们总结得出 HTGB 和辐

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相互独立地引起阈值电压漂

移，负栅偏下 HTGB 和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均

可引起阈值电压负漂移；应评估最坏退化情况，最坏

退化情况是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引起的负漂移加

上负栅偏置下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负漂移。

2.6 高、低剂量率辐照试验结果比较

为了验证高剂量率辐照试验标准适用于 SiC 

MOSFET，参照现有的标准对三组试验样品进行了辐

照试验。第一组样品在 0.01rad(Si)/s 低剂量率下辐

照累积总剂量 50krad(Si)；第二组样品在 50rad(Si)/

s 高剂量率下辐照累积总剂量 50krad(Si)，然后进行

168h 室温退火；第三组样品在 50rad(Si)/s 高剂量率

下辐照累积总剂量 75krad(Si)（根据 MIL-STD-883

方法 1019 增加 50% 累积总剂量），然后进行 168h、

150℃高温加速退火。所有样品在正栅偏置下进行辐

照和退火处理。50rad(Si)/s 高剂量率和 0.01rad(Si)/

s低剂量率辐照被试器件的亚阈值IDS-VGS特性见图6。

图 6 50rad(Si)/s 高剂量率和 0.01rad(Si)/s 低剂量率辐照被试器

件亚阈值IDS-VGS 特性 (a) 0.01 rad(Si)/s 低剂量率下辐照总剂量

50krad(Si) (b) 50 rad(Si)/s 剂量率下辐照总剂量 50 krad(Si)，

然后进行 168h 室温退火 (c) 50 rad(Si)/s 剂量率下辐照总剂量 75 

krad(Si)，然后进行 168h 150℃ 高温加速退火

Fig.6 IDS-VGS characteristics of representative samples 

irradiated at the high dose rate of 50 rad(Si)/s and the low 

dose rate of 0.01 rad(Si)/s (a) Irradiated to 50krad at the 

low dose rate of 0.01 rad(Si)/s (b) Irradiated to 50 krad at 

the high dose rate of 50 rad(Si)/s, followed by 168h RT 

anneal (c) Irradiated to 75 krad at the high dose rate of 50 

rad(Si)/s, followed by 168h 150℃ HT an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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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显示，高剂量率辐照被试器件阈值电压

漂移大于低剂量率辐照；室温退火后，阈值电压负漂

移发生恢复；高剂量率辐照后进行室温退火可以减少

对氧化层陷阱电荷的高估。150℃高温加速退火引起

阈值电压向正方向漂移，这是 HTGB 引起的阈值电

压正漂移和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退火共同作用的

结果。研究结论是，现有的电离总剂量试验标准可用

于 SiC MOSFET。除了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可

引起阈值电压负漂移外，负栅偏置下 HTGB 也引起

阈值电压负漂移。对于最坏退化情况，应包含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

2.7 SiC MOSFET 总剂量辐照试验标准讨论

SiC MOSFET 的 SiC/SiO2 界 面 结 构 比 Si 

MOSFET 的复杂，基于前面的研究结果，对 SiC 

MOSFET 总剂量效应规律归纳出以下几点：

1）辐射感生陷阱电荷引起阈值电压漂移。阈值

电压漂移主要由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控制。高

剂量率辐照可能高估在空间低剂量率环境下辐射感

生氧化层陷阱电荷的作用，这一点和 Si MOSFET

类似。

2）除了辐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外，HTGB 也

可引起阈值电压明显漂移。在正栅偏置下 HTGB 引

起阈值电压正漂移，在负栅偏置下 HTGB 引起阈值

电压负漂移。在 25℃～ 150℃温度范围内，HTGB引

起的阈值电压漂移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HTGB 和

累积总剂量相互独立地引起阈值电压漂移。最大的阈

值电压漂移是负栅压下HTGB引起的与NITs 相关的

阈值电压负漂移加上累积总剂量引起的阈值电压负漂

移。

在空间辐射环境中，剂量率一般不会高于

0.01rad(Si)/s。用如此低的剂量率进行空间用 SiC 器

件抗辐射能力评估在工程上是不可行的。根据已有的

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现有的总剂量试验标准可以用于

SiC MOSFET，但需进行一些改进：

（1）应该按照试验标准进行高剂量率辐照；

（2）如果参数超差，应进行室温退火。这将降

低对氧化层陷阱电荷作用的高估；

（3）为了评估最坏情况，应进行 HTGB 试验。

推荐进行负栅偏置 150℃试验来评估 HTGB 引起的

最大阈值电压负漂移；

（4）应在最坏偏置下进行试验。累积总剂量

和 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均与偏置有关。对于

HTGB，正偏置下引起正阈值电压漂移，负偏置引起

负阈值电压漂移；对于电离总剂量，本文研究结果是

正栅偏置为最劣偏置。

空间应用应评估最坏退化情况，辐射感生氧

化层陷阱电荷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加上负栅偏置下

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负漂移应作为最坏情况进行

评估。

3 结论

对来自三个厂家的 SiC MOSFET样品用 60Coγ

射线在 50rad(Si)/s 高剂量率和 0.01rad(Si)/s 低剂

量率下进行了辐照试验。高剂量率下辐照器件退化

比低剂量率下的严重。室温退火后，阈值电压负漂

移发生部分恢复。HTGB 也会引起阈值电压漂移。

现有的总剂量辐照试验方法可用于 SiC MOSFET。

辐照后需要根据标准规定进行室温退火以减少对辐

射感生氧化层陷阱电荷作用的高估。辐射感生氧化

层陷阱电荷引起的阈值电压漂移加上负栅偏置下

HTGB 引起的阈值电压负漂移应作为最坏情况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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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毫米波应用的高线性AlGaN/GaN HEMT 研究

王鹏飞，宓珉瀚，安思瑞，周雨威，马晓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71）

摘  要：在本文中，提出并制造了一种基于多阈值耦合技术的高线性度AlGaN/GaN HEMT即 Fin-like HEMT, 该结构是通过对势

垒层在栅宽方向进行阵列化刻蚀的方法，将平面器件和凹槽器件在栅宽方向集成，从而平坦化跨导（Gm）和小信号（fT/fmax）曲线的轮廓，

改善 HEMT 器件的线性特性。通过优化器件结构参数，最终制备得到的 Fin-like HEMT 器件的跨导栅压摆幅（GVS）达 5.5V，并且其

fT/fmax 为 45/65GHz，在较大的栅压范围内基本保持不变；同时，制备得到的 Fin-like HEMT 在 8GHz 下的OIP3 为 38.5dBm，较同一

批次制备的常规AlGaN/GaN HEMT 的OIP3 改善了约 7.5dB。因此，本文提出的 Fin-like HEMT 器件对改善未来无线通信系统的线性

度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也将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高线性器件结构。

关键词：多阈值耦合技术；Fin-like HEMT；线性度；跨导栅压摆幅

中图分类号：TN4      文献标识码：A

A High Linearity AlGaN/GaN HEMT for Millimeter-wave Applications

Wang Pengfei, Mi Minhan, An Sirui, Zhou Yuwei, Ma Xiaohua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high linearity AlGaN/GaN HEMT named Fin-like HEMT based on Multi-Threshold Coupling Technology 

by partially etching barrier under the gate on improving transconductance (Gm) and cutoff frequency (fT) linearity was fabricated and 

demonstr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Gm profile for Fin-like HEMTs can be optimized by choosing appropriate device parameters, In addition, 

the fabricated Fin-like HEMT shows a GVS of the transconductance plateau larger than 5.5V and a constant fT/fmax of 45GHz/65GHz over a 

wide gate voltage range. Furthermore,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also features an exceptional linearity performance at 8GHz with an output 

third-order intercept point (OIP3) of 38.5dBm, whereas that of the planar HEMT is 31dBm. The device demonstrated in this article has great 

potential to be a new paradigm for futur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where high linearity is essential.

Key words：Multi-threshold Voltage Coupling Technology; Fin-like HEMT; linearity; gate voltage swing

0 引言

GaN 基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由于具有较大的电

子迁移率和饱和电子速度，成为目前功率放大器 (PA)

的重要组成部分 [1-2]。但目前的 GaN HEMT 具有严

重的非线性特性，这将导致信号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畸

变，造成传输效率低下以及信号失真等问题。然而随

着 5G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无线系统对数据传输

速率和频谱效率的应用需求不断增长，功率放大器的

线性度成为必不可少的衡量指标 [3]。与电路级的线性

化技术相比，器件级线性化技术可以简化电路结构，

降低系统功耗 [4]。

跨导在较高漏极电流下的降低是造成 GaN 

HEMT 器件非线性的主要原因 [4]，其物理机制可能

是源极电阻 (RS) 的非线性 [5]，自热效应，寄生电容

以及较高电场下迁移率趋于饱和 [6] 等问题。目前已有

多种器件层面的线性化技术，如Fin-HEMTs 结构；

双异质结结构；MIS HEMT 结构以及缓变势垒结构

等。Joglekar 等人利用不同的 Fin 宽 (Wfin) 对应的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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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电压不同，沿栅宽方向将不同Wfin的器件进行集成，

制备出了具有高线性特性的集成器件 [2]；Choi 等人

通过进一步优化Wfin 和 Fin 的数量，制备得到的集

成器件具有 GVS>6V，且 30GHz 下OIP3/PDC 达到

8.2dB，显著提高了器件的线性度 [7]。

在本文中，我们基于阈值耦合技术，提出了一种

新颖的器件结构即 Fin-like HEMT，其核心思想是

在栅宽方向将平面器件和凹槽器件进行并联集成，利

用其不同的栅极驱动电压 (VG-Vth) 实现栅宽方向的

器件逐步开启，使得高阶跨导轮廓相互补偿，抑制跨

导在较高漏极电流下的降低。制备器件的跨导 GVS

达到 5.5V，小信号特性在较大的栅压范围内保持

fT/fmax 为 45GHz/65GHz 基本不变；在 8GHz 下对

器件的单音和双音进行表征，其功率密度 (Pout) 达到

5.1W/mm(VD=30V)，OIP3 和OIP3/PDC 达 38.5dBm

和 10.5dB。 

1 器件制备

本文研究的 AlGaN/GaN Fin-like HEMTs 的

结构示意图，如图 1(a) 所示。为方便比对，在同一晶

圆片上制作平面 HEMT、凹槽栅 HEMT 和 Fin-like 

HEMT 三种器件结构。在碳化硅 (SiC) 衬底上用金属

有机化学气相淀积 (MOCVD) 生长异质结。异质结由

一层 1.3μm 的 GaN 缓冲层，一层 1nm 的 AlN 插入

层和一层 24nm 的 Al0.25Ga0.75N 的势垒层。室温下，

霍尔测量得到载流子密度 1.04×1013cm-2，二维电子

气迁移率 2096cm2·V-1·s-1。

器件制造过程中，首先在源漏区用 Ti/Al/Ni/

Au 蒸发形成欧姆接触，经过氮离子注入形成器件的

无源区隔离后，得到欧姆接触电阻为 0.36Ω·mm。

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淀 (PECVD) 淀积一层

120nm的SiN层并用电子束光刻(EBL)来定义栅脚。

如图 1(c)- ①，对于平面 HEMT，使用 CF4 基的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 (ICP) 蚀刻去除 SiN 层形成 150nm

的栅脚开孔。对于凹槽栅HEMT，如图 1(c)- ②，在

去除 SiN层后，用自对准Cl2 基 ICP 刻蚀栅下区域的

AlGaN 势垒层。

对于图 1(b) 中的 Fin-like HEMT，在去除栅

区域的SiN层后进行第二次EBL来进行阵列化图案设

计。图1(c)-③展示了该结构的横截面图。最后，用电

子束蒸发淀积Ni/Au/Ni金属堆叠层形成栅帽。为了更

直观地对比分析，所有器件均具有相同的栅长 (Lg)为

150nm，源漏间距 (Lsd)为 3μm，栅宽(Wg)为 100μm。

 图 1 (a) Fin-like HEMT 的结构示意图 (b) 俯视图 (c) 不同位

置的Fin-like HEMT的横截面图：(1) 沿栅长方向的平面区域 (2)

沿栅长方向的凹槽区域 (3) 沿栅宽方向

Fig.1 (a) Fin-like HEMTs’ structure diagram (b) Top 

view of the Fin-like HEMTs (c) Cross-sectional views of 

the Fin-like HEMT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1) planar region 

along the gate length (2) recess region along the gate length, 

and (3) along the gate width

2 讨论部分

通过优化结构参数我们最终得到在直流、射频

和功率特性方面都具有很出色线性特性的器件。图 2

展示了 Fin-like HEMT 的直流特性。其中最大饱和

电流 (ID-max) 为 1363mA/mm 比平面器件 (1379mA/

mm) 略小一点，同时 GVS=5.5V 内具有基本恒定

Gmmax=204mS/mm。图 2(a) 中对比了平面 HEMT、

Fin-like HEMT、凹槽栅HEMT 的转移特性曲线。

观察到 Fin-like HEMT 的跨导曲线比平面器件和

凹槽栅器件的跨导曲线在更宽的栅压范围内保持平

坦，表明具有更出色的跨导线性度。同时，Fin-like 

HEMT 没有损失太多的漏极电流，同样的结论可以

从图 2(b) 中得出。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Fin-like 

HEMT 器件可以同时具有高线性度和高电流密度，

符合毫米波应用的基本要求。

王鹏飞 等：面向毫米波应用的高线性AlGaN/GaN HEM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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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当功率放大器放大一个频率为f 的输入信号

时，基波输出信号和跨导正相关，同时频率为2f 和

3f 的谐波输出与一阶跨导和二阶跨导也正相关 [8,9]。

图 3 为跨导在这三种器件结构下的各阶导数。其中，

Fin-like HEMT 的跨导各阶导数在从亚阈值到峰

值的过渡区域中略有改善。在线性增加区域，Fin-

like HEMT 的跨导曲线总是最平坦的，因而抵消了

谐波分量。该结果表明用阈值耦合法制备的 Fin-like 

HEMT结构有效地改善了跨导线性度。如图4所示，

Fin-like HEMT 的 fT= 45GHz，fmax = 65GHz。

由于 Fin-like HEMT 的峰值跨导较低且寄生电容

相对平面器件增大，所以fT 和 fmax 都比平面 HEMT

低。然而，因为Fin-like HEMT跨导平坦度增加，

在更宽的栅极偏置范围内 fT 和 fmax 具有更平坦的

曲线。因此，和平面 HEMT 相比，调制 Fin-like 

HEMT 的 fT 和 fmax 曲线平坦化，可以帮助改善 fT/

fmax 线性度。

 

图 2 (a) 平面、凹槽栅和 Fin-like HEMT 之间的转移特性对比 

(b) 平面和 Fin-like HEMT 的输出特性对比

Fig.2 (a) Comparison of the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among 

planar, recess-gate, and Fin-like HEMTs (b) Comparison 

of the output characteristic between the planar and Fin-like 

HEMTs

 图 3 Fin-like HEMT、平面 HEMT 和凹槽栅HEMT 的跨导的

高阶导数对比 (a) 二阶导数 (b) 三阶导数

Fig.3 Comparison of higher order derivatives for 

transconductance (a) Second derivative (b) Third derivative 

among Fin-like, planar, and recess-gate HEMTs

 

图 4 平面、凹槽栅和 Fin-like HEMT 在VD=6V 时的小信号栅压

摆幅 (a)fT (b)fmax

Fig.4 Gate voltage dependencie for planar, recess-gate, and 

Fin-like HEMTs at VD = 6V (a) fT (b) fmax

为了验证器件的功率特性及其对微波应用性能

的影响，将Fin-like HEMT和平面HEMT在 8GHz

时的特性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5(a) 所示为偏置在 AB

类状态下，VD= 30V 时，Fin-like HEMT 的增益压

缩为 4.2dB，而平面 HEMT 的增益压缩是 6.5dB；

Fin-like HEMT 的饱和功率密度 (Psat) = 5.1W/

mm，比平面 HEMT 略低。此外，在 A 类工作模式

下，VD = 10V 时对 Fin-like HEMT 和常规HEMT

进行双音测试，其中心频率 (f0) 为 8GHz 且间隔频

率 (△ f) 为 10MHz。图 5(b) 显示在 8GHz 测量的基

波信号功率 (Pf,0) 和在 7.99GHz 测量的 IM3。与常

规 HEMT 相比，Fin-like HEMT 的 IM3 显著提高

了 17dB。同时，OIP3 和OIP3/PDC 分别为 38.5dB 和

10.5dB，而常规 HEMT 的OIP3 和OIP3/PDC 分别为

31dB 和 3.3dB，表明通过组合平面 HEMT 和凹槽栅

HEMT，得到不同的阈值电压从而使二阶跨导相互抵

消（如图 3所示），改善了线性度。

图 5 (a)Fin-like HEMT 和平面HEMT 在 8GHz 的单音功率特性 

(b)8GHz 下的双音功率特性，频率间隔为 10MHz

Fig.5 Comparison of (a) output power characteristics after 

a load-pull at 8GHz and (b) two-tone power linearity 

measurements at 8GHz with tone spacing at 10MHz for Fin-

like HEMT and planar H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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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在本文中，制备了一种新颖的器件结构即 Fin-

like HEMT，其跨导的 GVS 达 5.5V，小信号特性

在较大的栅压范围内保持fT/fmax 为 45GHz/65GHz

基本不变；在8GHz下对器件的单音和双音进行表征，

其功率密度 (Pout) 达 5.1W/mm(VD=30V)，OIP3 和

OIP3/PDC 为 38.5dBm 和 10.5dB。 总 之，Fin-like 

HEMT 线性度的显著改善，表明该结构在毫米波高

线性应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致谢：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宓珉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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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高频高线性应用的耦合沟道 GaN 器件

芦 浩，马晓华，侯 斌，杨 凌，霍 腾，司泽艳，牛雪锐，郝 跃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71)

摘　要：本文采用 GaN/InGaN 耦合沟道结构，有效改善了亚微米栅 AlN 势垒晶体管的跨导和增益线性度。本文中制备的 AlN/

GaN/InGaN耦合沟道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与采用相同工艺的常规沟道器件相比，跨导栅压摆幅为 4.8V，并且动态源电阻随着源漏沟道电

流增加保持平坦。110nm 栅长的耦合沟道器件电流增益截止频率fT 和最大振荡频率fmax 分别为 65GHz 和 88GHz，两者在 4V 的宽输入电

压 (VGS) 下仍保持平坦。上述器件良好的线性度特性可归因于强的沟道耦合效应。这些结果表明 AlN/GaN/InGaN 耦合沟道体系是一个可

行有效的线性度提升方案，未来可应用于 5G基站系统、雷达以及卫星通信。

关键词：射频 ;氮化镓 ;高线性度 ; 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

中图分类号：TN303      文献标识码：A    

  

GaN Coupling-Channel HEMT for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Linearity Applications

Lu Hao, Ma Xiaohua, Hou Bin, Yang Ling, Huo Teng, Si Zeyan, Niu Xuerui, Hao Yue 
(Xidian Univeristi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GaN/InGaN coupled channel structure is u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transconductance and gain linearity of sub-micron gate 

AlN barrier transistors are improved effectively. The AlN/GaN/InGaN coupling channel high-electron-mobility transistor fabricated in this 

paper shows a transconductance curve of 4.8V, which is very fla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hannel device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and the dynamic source resistance is fl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ource and drain current. The current gain cut-off frequency(fT) and the 

maximum oscillation frequency(fmax) of 110nm gate-length coupling channel devices are 65GHz and 88GHz, respectively. The good linearity 

of coupled channel devic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trong channel coupling effect.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N/GaN/InGaN coupled 

channel system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linearity enhancement scheme, which can be used in 5G base station system, radar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adio frequency; gallium nitride; high linearity;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0 引言

近年来，5G 无线通信系统得到了蓬勃发展。

功率放大器 (PA) 作为移动通信收发系统中最关键

的硬件元件之一，在兼顾输出功率、效率和线性度

要求方面有极大的挑战。GaN 基高电子迁移率晶体

管（HEMT）由于其在高频和高输出功率密度方面

的优势，比 Si 基横向扩散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

（LD-MOSFET）和 GaAs 基调制掺杂异质结场效

应晶体管（p-MODFET）更受关注 [1]。然而，由于

AlGaN/GaN HEMT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增益压缩等

缺点，限制了其进一步在高工作频率应用领域的发展，

其中非线性问题随着栅极长度的缩小变得更加严重[2]。

综合国内外线性度研究表明，从有源器件层面改

善线性度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

学研究发现 [3]，晶体管的跨导平坦度差已被证明是导

致大信号非线性的原因，因此人们尝试了许多方法来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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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GaN HEMT 的跨导平坦度，进而改善线性度，

其中包括鳍型场效应晶体管（FinFET）[4]、双沟道 [5]、

渐变沟道 [6]、极化调制场效应晶体管（PolFET）[7] 等。

然而，上述所有的线性度增强技术都是基于 AlGaN

或 InAlN 势垒层。为了获得高频性能，必须缩小器

件栅长，但这时器件容易出现短沟道效应，需要优

化外延层设计，特别是势垒层厚度。常规 AlGaN 或

InAlN 势垒当缩小势垒厚度时会带来极化减弱，载流

子输运特性恶化。AlN 势垒具有三族氮化物势垒体系

中极强的极化效应，因此作为高频应用的垂直方向可

伸缩势垒材料具有极大的潜力 [8]。虽然现有的 AlN/

GaN HEMT 技术具有优良的高频特性，但在高电流

下其跨导的快速下降会导致显著的器件非线性。根据

作者广泛调研，目前国内外没有关于亚微米栅氮化铝

势垒器件线性度改善技术的报道。因此很有必要针对

高Al 组分AlN 势垒进行高线性度设计。

本文提出了一种 AlN/GaN/InGaN 耦合沟道

结构（CC-HEMT）来提升 AlN 薄势垒器件的线性

度。耦合沟道利用氮化物极化工程，通过在 GaN 和

InGaN 沟道之间的“W 形”势阱的强耦合效应，与

传统的 AlN/GaN HEMT 相比，显著改善了跨导和

增益线性度。这些结果表明 AlN/GaN/InGaN 材料

体系高频高线性应用的巨大潜力，未来可应用于 5G

通信基站系统、雷达与卫星通信等领域。

1 晶体管结构与制备流程

本文所提出的 AlN/GaN/InGaN 耦合沟道器

件的外延结构示意图如图 1(a) 所示。通过一维薛定

谔 - 泊松方程理论计算求解，AlN/GaN/InGaN

耦合沟道器件的能带图和电子浓度分布如图 1(b) 所

示。“W 形”量子阱结构可以重新分配沟道电子以

改善载流子限域性。原位 SiNx 层可对 AlN 势垒进

行应力调控进而抑制 AlN 势垒应变弛豫，可以提高

势垒鲁棒性，同时也可增强钝化效果。室温下的非

接触霍尔测试显示出 1.83×1013cm-2 的高二维电子

气面密度。

图 1 (a)AlN/GaN/InGaN 材料剖面结构与 (b) 栅下能带、电子分

布图

Fig.1 (a)Cross-sectional diagram of the AlN/GaN/InGaN 

CC-HEMT and (b)corresponding electron distribution

耦合沟道器件制备始于源漏区域原位 SiNx 层用

CF4 基等离子体刻蚀。然后利用电子束蒸发沉积 Ti/

Al/Ni/Au 金属叠层，并在 N2 环境中在 830℃下退

火以形成欧姆接触。之后，从传输线模型（TLM）

结构中测得的高 Al 势垒欧姆接触电阻（RC）为

1.1Ω•mm，与采用相同欧姆接触方法的美国圣母大

学T. Zimmermann博士报道的高Al组分结果相近。

这是由于超宽禁带 AlN 势垒层较厚，电子不容易隧

穿，难以形成低阻欧姆接触，因此之后的优化可以

通过源漏再生长、Si 离子注入及势垒预刻蚀等方案

来实现。有源区通过氮离子注入来实现电隔离，之

后采用等离子气相沉积（PECVD）设备沉积 100nm 

SiNx 层以增强表面钝化效果。之后采用电子束光刻

定义 110nm 的亚微米栅，使用 CF4 基等离子体刻蚀

以去除栅脚下方的 SiNx，然后使用电子束蒸发沉积

Ni/Au 以完成栅极制备。此外本工作还采用相同的

工艺和器件结构制造了常规沟道 HEMT 来进行对比

研究。

2 器件特性与分析

2.1 器件直流与射频特性

图 2(a) 展示了 AlN/GaN/InGaN 耦合沟道器件

的转移 I-V 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漏压为 7V 时

器件的峰值跨导为 270mS/mm，并且明显呈现出平

坦的跨导轮廓，栅压摆幅（GSV）值为 4.8V。器件

亚阈斜率值低至 69mV/decade，接近室温极限值。

芦浩 等：适用于高频高线性应用的耦合沟道GaN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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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沟道和栅极之间的热电子传递产生的。在

栅压由正向负扫描的过程中，当栅极处于亚阈区偏

置时，由于沟道强电场导致沟道电子获得高能量

跃迁至栅极，降低了栅极负电势，加速了器件关

断。图 2(b) 为耦合沟道器件的输出 I-V 特性。在

栅压为 +2V 时，CC-HEMT 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1.15A/mm。

图 2 AlN/GaN/InGaN 耦合沟道器件的 (a) 转移与 (b) 输出 I-V

特性

Fig.2 Transfer and output I-V characteristics of (a)the 

AlN/GaN/InGaN CC-HEMT and (b)AlN/GaN HEMT with 

LG=0.11μm

2.2 动态源电阻与强沟道耦合效应

为了进一步研究耦合沟道器件线性度提升的机

制，如图 3 所示，本文使用栅极电流注入法对比测

量了耦合沟道与常规单沟器件动态源电阻与漏电流

密度的关系 [9]。对于耦合沟道器件，随着源漏电流的

增加，源极电阻保持不变，特别在高漏电流密度下

测得的源极电阻未有明显增加，而对于常规单沟道

器件，随着漏电流密度的增加，源极电阻迅速增加。

这可以用强的沟道间耦合效应来解释。根据美国加

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T.Palacios 博士的研究，对于

传统的单沟道器件，由于高电场下电子速度达到准

饱和，源极接入电阻（RS）随漏电流密度单调增加。

然而，对于耦合沟道器件，电子开始部分流经顶部

GaN 沟道，并在较高电场下通过隧穿或其他热电子

转移机制从该沟道流向底部沟道 [10]。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沟道有额外的电子供应，RS 随电流减小或保持

不变。

图 3 栅极电流注入法测试常规HEMT 与耦合沟道CC-HEMT的

动态源电阻

Fig.3 Source resistance as a function of drain current density 

for the AlN/GaN/InGaN CC-HEMT and AlN/GaN HEMT, 

the inset is the measurement setup to measure the source 

resistance

之后测量表征了耦合沟道器件的小信号S参数，

测量频率范围为 1～ 40GHz。图 4(a) 和 (b) 显示了在

漏压为 7V 下，小信号电流增益 |H21|
2 和最大稳定增

益 MSG 与频率的关系。亚微米栅耦合沟道器件在栅

压为 -0.2V 时 fT 为 65GHz，在栅压为 0V 时达到最

大振荡频率fmax 为 88GHz。图 4(c) 和 (d) 展示出了耦

合沟道器件的fT 和fmax 与栅偏压的关系。可以看出，

在 -2 到 2V 的栅偏压范围内，fT 和 fmax 的平台保持

在 59.5±5.5 和 80.5±7.5GHz。在 -2 到 2V 宽范

围栅偏压下，fT 波动摆幅在 17.0% 左右，fmax 波动摆

幅在17.1%左右。这些结果表明在实际的射频应用中，

本文提出的耦合沟道器件具有极宽的动态工作范围。

图 4 耦合沟道器件的小信号频率特性及fT/fmax 与栅压的关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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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漏压为 7V 下，小信号电流增益 |H21|
2 与频率的关系 (b) 在漏压

为 7V 下，最大稳定增益MSG与频率的关系 (c) 耦合沟道器件的

fT 与栅偏压的关系 (d) 耦合沟道器件的fmax 与栅偏压的关系

Fig.4 (a)The current gain |H21|
2 and (b)maximum stable gain 

(MSG) versus frequency, the measured (c)fT and (d)fmax as a 

function of gate bias

表 1 展示了本工作与国际同类 AlN 势垒器件的

频率及线性度性能对比。可知耦合沟道器件在显著提

升器件频率特性的同时，还保持了高线性工作，未来

可用于具有宽动态栅压工作范围的高频、高线性通讯

场景。

表 1 国际AlN 势垒器件的频率及线性度性能对比

Tab.1 The frequency and linearity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AlN-based HEMTs from various reports

Group Lg(μm)
gm,max

(S/mm)

fT/fmax 

(GHz)
GVS(V)

Notre Dame 0.25 0.48 52/60 2

IEMN 0.20 0.39 52/102 2.2

NICT 0.15 0.21 38/90 -

UNIPD 0.15 0.39 - 2.8

This Work 0.11 0.27 65/88 4.8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亚微米栅 AlN/GaN/

InGaN 耦合沟道器件来提升器件跨导和小信号增益

线性度，与常规相同器件结构的传统单沟道器件相比，

线性度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跨导高流状态掉落显

著抑制，动态源电阻在高漏电流密度下保持恒定，在

4V 的宽栅压摆幅下fT/fmax 波动摆幅极小。“W 形”

势阱之间的强沟道耦合作用正是这些优异器件特性的

提升机制。这些结果表明，AlN/GaN/InGaN 材料

体系在高线性应用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未来可实现

在 5G 毫米波基站射频前端系统、卫星通信、毫米波

雷达等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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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终端的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低压射频
功率性能分析

周雨威，宓珉瀚，马晓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71）

摘　要：本文针对工作电压在 3V ～ 15V 范围内的终端应用，从直流特性和脉冲特性的角度分析了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低压射频功率性能。通过试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 InAlN/GaN HEMT 还是 AlGaN/GaN HEMT 都有其特定的电压范

围来提供更高的功率附加效率（power added efficiency，PAE）。InAlN/GaN HEMT 适用于工作电压不超过 6V 的应用场景，而

AlGaN/GaN HEMT适用于工作电压相对较高的应用场景，两者组合起来能提供 62%～ 66%的 PAE与适中的射频输出功率密度（power 

density，Pout），以满足各种低压终端应用需求。

关键词：铝镓氮 /氮化镓；铟铝氮 /氮化镓；低压应用；射频功率性能

中图分类号：TN38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Low Voltage RF Power Capability on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for Terminal Applications

Zhou Yuwei, Mi Minhan, Ma Xiaohua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low voltage RF power capability on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C and pulse characteristics, for terminal applications which operating voltage is usually in the range of 3V to 15V. Either InAlN/GaN 
HEMT or AlGaN/GaN HEMT has its own specific voltage range to deliver higher power added efficiency. Concretely, InAlN/GaN HEMT is 
more suitable to applications with operating voltage not exceeding 6 V, and AlGaN/GaN HEMT is preferred for ones with relatively higher 
voltage, accompanied by the decent PAE as high as 62% to 66% and moderate power density to meet the demand of various low voltage 

terminal applications.
Key words: AlGaN/GaN; InAlN/GaN; low voltage applications; RF power capability

0 引言

得益于禁带宽度宽、电子速度高、二维电子气

（2DEG）密度大以及临界击穿场强高等优势，GaN

基HEMTs已广泛应用于国防和民用领域，例如雷达、

卫星和宏基站等。在这些领域中，GaN HEMTs 在

高电压下工作以提供高的射频输出功率密度（Pout）

和功率附加效率（PAE）[1]。对于各种移动终端，射

频设备需要在便携式电源，例如电池组，提供的低

到中等电压水平下工作，以提供高的 PAE 和中等的

Pout
[2]。众所周知，传统的砷化镓（GaAs）技术现已

应用于上述终端应用中。然而，作为一项重大的突破，

相比于 GaAs 技术，低压 GaN 技术能够在相同的输

出功率水平下提供更高的PAE，以实现更低的功耗[3]，

这表明 GaN 技术的应用空间可以扩展到现有的高压

射频电子设备以外，包括低压电子设备 [4, 5]。

为在低压范围内实现高性能的 GaN HEMT，需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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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降低由接触电阻和有源区电阻组成的寄生电阻，

通过增加最大输出电流密度 (Id.max) 和降低导通电阻

(Ron) 以及膝点电压 (Vknee) 来提升 Pout。通过减少焦耳

热耗散来改善 PAE。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工作

电压的前提下，Pout 的提升主要是通过降低寄生电阻

和抑制射频分散来实现的，这与高压GaN HEMT 目

前最常用的通过提高工作电压的方法来提升 Pout 不

同。此外，还应抑制由缓冲层漏电流和反向栅漏电流

组成的关态漏电流，以保证足够高的击穿电压 ( 至少

是工作电压的两倍 )，并保持较低的静态功耗 [6,7]。

截至目前，对低压 GaN HEMTs 的研究还很

少，其中大多数关注于强极化 InAlN/GaN 异质结 [3-

6]。而 AlGaN/GaN HEMT 的低压射频功率性能鲜

有报道 [2]。此外，直流特性、脉冲特性与射频功率性

能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彻底地分析。本文在成熟的

AlGaN/GaN 异质结和低方阻的 InAlN/GaN 异质结

上进行器件制备，以比较两种器件的低压射频功率性

能，并分析寄生电阻、Id.max、Vknee、射频分散和栅极

漏电等多种因素对低压射频功率性能的影响，研究结

果有利于指导今后的高性能低压GaN HEMTs设计。

1 器件制备工艺

AlGaN/GaN和 InAlN/GaN HEMT的剖面示意

图如图 1所示。两种器件通过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淀积

法在半绝缘SiC衬底上生长外延层。Al0.25Ga0.75N/GaN

异质结室温霍尔测量表明2DEG密度为 0.86×1013cm-2

迁移率为 1826cm2/(V·s)，致使方块电阻 (Rsh) 为

398Ω/ □。In0.17Al0.83N/GaN 异质结室温霍尔测量

确定 2DEG的密度和迁移率分别为 1.65×1013cm-2 和

1512cm2/(V·s)，使得Rsh 为 251Ω/□。

 图 1 (a) AlGaN/GaN HEMT 和 (b) InAlN/GaN HEMT 横截

面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cross sections of (a) AlGaN/GaN HEMT and 

(b) InAlN/GaN HEMT

在硼离子注入形成器件隔离后，由电子束蒸发淀

积由 Ti/Al/Ni/Au 叠层组成的欧姆金属。AlGaN/

GaN 样品和 InAlN/GaN 样品分别在 850℃和 830℃

氮气环境下退火 30s。采用片上传输线测量 (TLM)

得到两种样品的欧姆接触电阻分别为 0.46Ω·mm

和 0.28Ω·mm。 在 250 ℃ 下 由 PECVD 技 术 将

120nm 的 SiN 钝化层淀积在两个样品表面，并采用

电子束光刻定义栅脚。随后，采用 CF4 基等离子体

干法刻蚀去除 SiN 打开栅脚。在栅帽光刻之后，采

用电子束蒸发淀积 Ni/Au 形成栅金属叠层。最后在

互连光刻后，采用电子束蒸发形成 Ti/Au 互联金属

叠层。T 型栅结构具有 0.2µm 的栅长和 2×50µm 的

栅宽。两种器件源漏间距为 2µm，同时栅源间距为

0.9µm。

2 器件特性与讨论

2.1 直流特性

如图 2 所示，在 Vds 为 6V 条件下对比两种器

件的转移特性，展示出 AlGaN/GaN 和 InAlN/

GaN HEMTs 的 峰 值 非 本 征 跨 导 (gm.peak) 为

329mS/mm 和 526mS/mm， 同 时 器 件 截 止 电

压 (Vth) 为 -2.9V 和 -4.6V。如图 2 (b) 所示，

InAlN/GaN HEMT 的关态漏极泄漏电流 (Id.off)

比 AlGaN/GaN HEMT 大 2 个数量级，这将导致

InAlN/GaN HEMT 的击穿特性相对糟糕。相较

于 InAlN/GaN HEMT 5个数量级的电流开关比，

AlGaN/GaN HEMT 可以获得 7 个数量级之高的

电流开关比。

周雨威 等：面向终端的AlGaN/GaN和InAlN/GaN HEMTs低压射频功率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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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漏极电压为 6V 时， 分别在 (a) 线性坐标和 (b) 半对数坐标 

下对比AlGaN/GaN HEMT 和 InAlN/GaN HEMT的转移特性曲线

Fig.2 Comparison of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AlGaN/

GaN HEMT and InAlN/GaN HEMT on (a) the linear scale 

and (b) the semi-log scale at the drain voltage of 6V

图 3(a) 和 (b) 展示了两种器件在五种典型低漏极

电压下的转移特性，以揭示工作电压对关态泄漏电流

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PAE随着反向栅极泄漏电流

或关态栅极泄漏电流 (Ig.off) 的增大而减小，一旦 Ig.off

达到 1mA/mm左右的阈值时，PAE就会急剧下降 [8]。

 

图 3 在 5 种典型的低漏极电压下，分别在 (a) 线性坐标和 (b) 半对

数坐标下的AlGaN/GaN HEMT 和 InAlN/GaN HEMT 的转移

特性曲线

Fig.3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t five typical low drain 

voltages on the semi-log scale of (a) AlGaN/GaN and (b) 

InAlN/GaN HEMTs

图 4展示了 InAlN/GaN和AlGaN/GaN HEMTs

的肖特基特性和击穿特性。如图 4 (a) 所示，InAlN/

GaN HEMT 的反向栅极泄漏电流比 AlGaN/GaN 

HEMT 大近 3 个数量级，这与图 2(b) 中的关态栅极

泄漏电流情况相同。如图 4 (b) 所示，严重的栅极泄

漏电流导致 InAlN/GaN HEMT 在 Vbr 为 18V 下发

生击穿，这与文献 [6] 中情形类似。归因于 AlGaN/

GaN HEMT 具有相对较低的关态泄漏电流，其 Vbr

可以达到 82V。

 

图 4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 (a) 肖特基特性和

(b) 击穿特性

Fig.4 (a) Gate diode characteristics and (b) breakdown 

characteristics of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图 5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输出特性曲线

Fig.5 Output characteristics of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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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展示出两种器件在相同栅极过驱动电压为

5V 下的输出特性，对于 InAlN/GaN HEMT，其具

有更大的输出电流密度和更小的导通电阻以及更低

的膝点电压等开态特性，预示着具有更高的 Pout 和

PAE。

2.2 脉冲 I-V 特性

图 6 (a) 展示了在栅压为 2V 时，具有多个低压

静态偏置点的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脉冲 I-V 测量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InAlN/

GaN HEMT 的射频分散比 AlGaN/GaN HEMT 更

严重，这是由于 InAlN 势垒晶格质量相对不成熟的

结果。图 6 (b) 总结了在 3V ～ 15V 范围内，电流崩

塌量和膝点电压外扩与静态漏极偏置的关系。通过

调研国内外科研院所的 InAlN/GaN HEMT 器件，

InAlN/GaN HEMT 器件具有较大栅极漏电和电流

崩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9]。

 

图 6 (a) 栅压为 2V 下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脉

冲 I-V 特性 (b) 两种器件处于相同静态漏极偏置下的电流崩塌量

和膝点电压外扩

Fig.6 (a) Pulsed I-V characteristics at the gate voltage of 

2V for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b) Current 

collapse and knee voltage walkout versus quiescent drain bias 

for both devices

2.3 射频功率特性

使用安捷伦 8363B 矢量网络分析仪在 1 到

40GHz 的频率范围内测量 S 参数，并采用短路

开 路 校 准 标 准。 将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器件分别偏置在 (Vgs, Vds=-1.9V, 6V)

和 (Vgs, Vds=-3.4V, 6V) 下 以 获 得 最 佳 的 ft/

fmax。通过外推短路电流增益 (|H21|) 和最大稳定增

益 / 最大可用增益 (MSG/MAG) 曲线，使用 -20 

dB/dec 的斜率，得到了 AlGaN/GaN 和 InAlN/

GaN HEMTs 的 ft/fmax 值 分 别 为 56/95GHz 和

77/110GHz，如图 7 (a) 和 (b) 所示。InAlN/GaN 

HEMT 的 ft/fmax 更高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更低的寄生

电阻和更高的跨导。

 

图 7  (a)AlGaN/GaN HEMT 和 (b)InAlN/GaN HEMT 的小信

号特性

Fig.7 Small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f (a) AlGaN/GaN HEMT 

and (b) InAlN/GaN HEMT

使用片上负载 - 牵引系统，在连续波条件和

8GHz 工作频率下，对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进行了低压射频功率性能表征。负载和源极

阻抗都被调谐为最优 PAE 的状态。图 8 (a) 和 (b) 展

示出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偏置在

周雨威 等：面向终端的AlGaN/GaN和InAlN/GaN HEMTs低压射频功率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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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类工作状态下的输出功率、功率增益和功率附加

效率与输入功率的关系。如图 8 (a) 所示，在 Vds 为

9V 时，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 的 Pout

分别为 1.10W/mm 和 1.62W/mm，同时 PAE 分

别为 64% 和 51%。由于受到 18V 的相对较低的击穿

电压限制，InAlN/GaN HEMT 可以在不超过 9V

漏压下表征 [6]，而 AlGaN/GaN HEMT 可以在更

高的电压下被测量。如图 8 (b) 所示，当 Vds 为 15V

时，Pout 达到 2.41W/mm，与此同时 AlGaN/GaN 

HEMT 的 PAE 高达 66%。图 8 (c) 总结了 AlGaN/

GaN 和 InAlN/GaN HEMT 的输出功率密度和功率

附加效率与典型的低工作电压的关系，可以看出，

将 InAlN/GaN HEMT 和 AlGaN/GaN HEMT 组

合起来，能够提供高达 62% ～ 66% 的 PAE 与适中的

Pout，以满足不同工作电压的低压终端应用。该结果

也是国内首次报道的面向终端应用的 GaN 基射频功

率器件特性，展示出 GaN 基射频功率器件在终端领

域应用的巨大潜力。为进一步追赶超越国际先进的低

电压 GaN 基射频功率器件指标，可在本文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欧姆再生长工艺实现更低的接触电阻和更

短的源漏间距，以降低器件寄生电阻来获得器件性能

的进一步飞跃。

 

图 8 (a) 在 8 GHz 工作频率下，漏极偏压为 9 V 的 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大信号特性 (b) 漏极偏压为 15 V 的

AlGaN/GaN HEMTs 的大信号特性 (c) 在 8 GHz 工作频率，相

对低的工作电压下，AlGaN/GaN 和 InAlN/GaN HEMTs 的输出

功率密度和功率附加效率

Fig.8 Large signal characteristics at 8 GHz of (a) AlGaN/

GaN and InAlN/GaN HEMTs biased at the drain voltage of 

9 V and (b) AlGaN/GaN HEMT biased at the drain voltage 

of 15 V (c) Output power density and power added efficiency 

versus low operating voltage at 8 GHz for AlGaN/GaN and 

InAlN/GaN HEMTs

3 结论

本文制备了AlGaN/GaN和 InAlN/GaN HEMTs

器件，揭示了它们在终端应用中的低压射频功率性

能，并对它们的性能进行了对比。同时，从寄生电

阻、Id.max、Vknee、射频分散以及栅极漏电的角度，研

究了低压射频功率特性，这对今后高性能低压 GaN 

HEMT 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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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基互补电路平台上 p沟道异质结场效应晶体管阈值
电压分析模型

牛雪锐，马晓华，侯 斌，杨 凌，张 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71）

摘　要：为了在GaN-on-Si 平台上实现互补电路，需要对 p沟道异质结构场效应晶体管 (p-HFET) 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

预估 GaN 基 p-HFET 的阈值电压 (VTH) 的分析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不同界面的极化电荷、氧化物 /GaN 界面的界面电荷以及 p-GaN 层

中 Mg 掺杂的外扩散效应。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本文制备了 GaN 基 p-HFET，并通过 TCAD 仿真进一步确认。模型表明，p-GaN

层中较低的 Mg 掺杂浓度、较低的 AlGaN 层的 Al 摩尔组分和较薄的凹槽 GaN 沟道层有利于制备具有负VTH 的器件。该模型可为优化

p-HFET和相关互补电路提供更准确的指导。

关键词：p 沟道；异质结场效应晶体管；阈值电压；外扩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TN4       文献标识码：A

Analytical Model on the Threshold Voltage of p-Channel Heterostructure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on GaN-based Complementary Circuit Platform 

Niu Xuerui, Ma Xiaohua, Hou Bin, Yang Ling, Zhang Meng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circuit on GaN-on-Si platform, the investigation of p-channel heterostructure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p-HFETs) is necessary. In this work, an analytical model for the estimation of the threshold voltage (VTH) for GaN-based p-HFETs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is model, the impact of polarization charges at different interfaces, interface charges at oxide/GaN interface as well 
as the out-diffusion effect of Mg dopant in p-GaN layer are all taken into account. To verify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odel, GaN-based p-HFETs 
were fabricated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TCAD simulation. It shows lower Mg doping concentration in p-GaN layers, lower Al mole fraction 
in AlGaN layers and thinner GaN channel layers are beneficial for the fabrication of devices with negative VTH. The model serves as more 
accurate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such p-HFETs design and complementary circuit.

Key words: p-channel; HFETs; threshold voltage (VTH); out-diffusion effect

0 引言

GaN 基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 (HEMT) 由于其优

异的特性 [1,2]，在功率开关和射频放大方面展现出广

阔的前景。然而，由于 GaN 功率开关和 Si 驱动芯

片之间的寄生电感，GaN 功率晶体管只是在相对较

低的频率下开关，以保持电路的稳定性 [3-5]。因此，

在同一晶片上制造驱动电路和电源开关已被广泛研

究。目前，基于 GaN 的增强型和耗尽型（e-mode

和 d-mode）晶体管已经在同一晶圆上制造，用作

直接耦合逻辑电路。虽然直接耦合逻辑电路可以减

轻寄生效应，但它可能会带来静态功耗的增加 [6-8]。 

GaN 基互补电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因此，GaN 基

互补电路与功率开关的单片集成具有重要意义[9,10]。

作为互补电路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基于 GaN 的 p 沟

道异质结构场效应晶体管 (p-HFET) 最近得到了广

泛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常关型 p-HFET[11,1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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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批准号：2018YFB18021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批准号：62090014) 资助的课题。
作者或通信作者：马晓华；xhma@xidian.edu.cn。



51

—— 研究论坛 ——

前的研究报道了 p-HFET 的制备工艺和特性，其中

通过 GaN/AlGaN 异质结构的极化差异在 GaN 层

中形成的二维空穴气体 (2DHG)用于电流传输 [9-13]。

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有关 p-HFET 的结果主要集中

在器件性能的改进上，包括漏极电流、开/关电流比、

亚阈值摆幅(SS)、导通电阻(Ron)和阈值电压(VTH)
[14-18]。

然而，为了充分发挥 p-HFET 的潜力，深入了解器

件的物理机制是很有必要的。A. Kumar 和 M. M. 

De Souza 提出了模型来研究VTH 与器件参数之间

的关系 [19,20]。他们基于 GaN/AlGaN p-HFET 仿

真的VTH 模型可以指导器件设计。然而，这些工作

没有考虑在异质结构生长过程中 p-GaN 层的 Mg

外扩散效应。这种影响对器件内部影响很大，不容

忽视。此外，之前提出的模型还没有得到实验结果

的验证。

本文提出了互补电路平台上基于 GaN 的

p-HFET 的分析模型。所提出的模型考虑了极化电

荷、界面电荷以及 p-GaN 层中 Mg 外扩散效应的

影响。已经制备了具有不同栅极凹槽厚度的 GaN 基

p-HFET，其VTH 与 GaN 沟道层厚度之间的关系与

所提出模型的预测一致。VTH 模型通过 TCAD 仿真

得到进一步确认。还详细讨论了影响 VTH 的器件参

数，即 GaN 沟道层和氧化物层的深度、p-GaN 层中

的 Mg 掺杂浓度和 AlxGa1-xN 层的 Al 摩尔组分的影

响。该模型可以指导 p-HFET的优化。

1 模型描述

这项工作中使用的 p-HFET 的横截面结构如图 

1（a）所示，其中异质结构材料被广泛用于实现互补

电路。设计的外延层从下到上由 3.8-μm 缓冲层、

150-nm 无 意 掺 杂 的 GaN(UID-GaN) 层、20-nm 

Al0.25Ga0.75N 层、20-nm UID-GaN沟道层、40-nm 

p-GaN（Mg：1×1019cm-3）层和 20-nm p++-GaN

（Mg：5×1019cm-3）层组成。然而，在异质结构的

生长和随后的高温制造过程中，Mg 掺杂剂可以从

p-GaN 层扩散到 UID-GaN 沟道层，使 UID-GaN

层成为p型GaN层 [21-23]。由于VTH是这项工作的重点，

我们将更加关注栅极下方的层结构，如图1（b）所示。

图1 (a) GaN基p-HFET的结构(b)栅下结构放大图，其中p-GaN

层下方的UID-GaN 层由于Mg外扩散效应是 p型的

Fig.1 (a) Schematic cross section of GaN-based p-HFET (b) 

Enlarged view of the device structure under the gate, where 

UID-GaN layer beneath the Al2O3 layer is p-type due to 

Mg out-diffusion effect

为了分析VTH 和器件参数之间的关系，图2（a）

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GaN 基 p-HFET 的凹栅区的能带

图和相应的电荷分布。由于 GaN/AlGaN/GaN 异质

结构的极化效应，极化电荷位于每层 [24,25] 的表面，

从而在每层中产生强电场。可根据文献 [25] 估算这些

极化电荷的值。因此，GaN 沟道中的由外扩散效应

引入的 Mg 杂质可被 GaN 沟道层中的强电场完全耗

尽，导致 GaN/AlGaN 界面处出现空穴，GaN 沟道

层中的出现电离Mg受主 [26-28]。

为了分析 Mg 掺杂剂对 UID-GaN 层的影响，

将 UID-GaN 层中离化的 Mg 受主引起的电势变化设

为 φMg，讨论如下。

我们将 Al2O3/UID-GaN 界面处设置为 x 轴的

原点（x=0），如图 1（a）所示，那么 φMg 可以表

示为：

  

其中 nMg(x) 是 UID-GaN 层中有效的电离 Mg

受主密度（每单位体积）。εi 和 t i 分别表示层的介电

常数和厚度（ch 代表 UID-GaN 沟道层，ox 代表氧

化层）。

为了简化 Mg 掺杂剂的外扩散效应，假设 nMg(x)

为 ηNa[26]。这里，η 是 Mg 掺杂剂进入 GaN 沟道层

牛雪锐 等：GaN基互补电路平台上p沟道异质结场效应晶体管阈值电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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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扩散系数，Na是 p-GaN层中Mg的掺杂浓度。

因此，φMg 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等式 (2) 表明，由于 p-GaN 层的外扩散效应，

UID-GaN 层中的 Mg 掺杂对VTH 有很大影响，其影

响取决于UID-GaN沟道层和氧化层的厚度。

图 2 GaN 基 p-HFET凹槽栅下的能带和电荷分布在 (a) VGS = 

0V and (b) VGS = VTH 处

Fig.2 Schematic band diagrams and charge distributions at 

the recessed gate region of GaN-based p-HFET with (a) VGS 

= 0V and (b) VGS = VTH

根据图 2(a)，当VGS=0 时，通过将栅极金属的

电势平衡应用于 2DEG 沟道，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

式：

    

其中 φB、MOS、Vox、ΔEov、Vch 和 Δp 表示金

属 /氧化物势垒高度、氧化物层上的电势降、氧化物

和 GaN 层之间的价带偏移、GaN 沟道层上的电势降

和空穴量子阱（QW）的高度。

然后，高斯定律分别应用于氧化物 /GaN 和

GaN/AlGaN的界面，如图 2（a）所示。 我们获得：

其中Ei 是各层的电场。（ch 为 GaN 沟道层，

ox 为 氧 化 层，b 为 AlGaN 层）。σh、σ ch 和 σb 分

别是 2DHG 的面电荷密度、GaN/AlGaN 界面和

AlGaN/GaN 界面的极化电荷密度。考虑在氧化层和

GaN 沟道层之间的界面处净正电荷为 σox。本文中E

和σ 都是正的。

由于文献 [29] 中的仿真结果表明，该结构中同

时存在电子和空穴，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其中 Δn 和 Δp 分别是电子 QW 和空穴 QW 的高

度，Eg(GaN) 是 GaN 层的带隙，tb 表示 AlGaN 层的

厚度。

然而，如图 2(b) 所示，当施加栅极偏置 (VGS = 

VTH) 时，能带图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σh 和

Δp 与其他参数相比都很小，因此可以忽略。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其中VTH 定义为生成 2DHG 的临界值。因此，

将 (2)、(4)、(5) 和 (6) 代入 (7)，p-HFET 的VTH 可

以推导出如下：

 

2 器件制备

为了验证导出的模型，本文制备了基于 GaN 的

p-HFET。器件制造过程从源极和漏极的光刻开始。

然后，通过电子束蒸发沉积 Ni/Au(20nm/20nm) 金

属叠层，然后剥离并在氧气中 500oC下热退火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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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欧姆接触。在台面隔离之后，栅极凹槽是通过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ICP) 刻蚀系统，采用Cl基等离子

体刻蚀形成的。通过原子力显微镜（AFM）测量栅极

凹槽的深度。随后，使用原子层沉积 (ALD)沉积 20nm 

Al2O3 栅介质层，然后蒸发Ni/Au栅极金属。图 1(a)

显示了最终的器件结构，栅极长度、栅极到源极和栅

极到漏极的距离分别为1.2µm、2.4µm 和6.4  µm。

图 3 显示了栅极凹槽蚀刻后器件的 AFM 图像，

其中样品 A ～ D 的刻蚀时间是递增的。因此，我们

可以直接从图 3 中得到刻蚀深度td。由于 p++-GaN

层、p-GaN 层和 UID-GaN 层的总厚度为 80nm，

因此可以计算器件的tch 为 80 - td。

图 3 不同刻蚀时间下栅区域的 AFM 测试结果

Fig.3 Trench AFM profiles of recessed gate region with 

different etching time

图 4(a) 是 p-HFET 凹槽栅极区域的透射电子显

微镜 (TEM) 图，其中在Al2O3 层下方保留UID-GaN

沟道层。图 4(b）通过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EDX）

映射显示了通道区中的Mg元素分布。

图 4 (a) p-HFET 栅下 TEM 图 (b) 通道区Mg元素分布图

Fig.4 (a) TEM image of the recessed gate region of the 

p-HFET (b) Mg element mapping by EDX of the device in 

access region

为了验证 Mg掺杂剂的外扩散效应，对该异质结

构的Mg浓度分布进行了二次离子质谱（SIMS）分析，

如图5所示。在图5中，很明显UID-GaN层为p型，

Mg 浓度随深度增加而降低。这证明 p-GaN 层中的

Mg 掺杂剂扩散到了 UID-GaN 层中。这与上述模型

中Mg外扩散效应的假设一致。

图 5 p++-GaN/p-GaN/UID-GaN/AlGaN/GaN 异质结中Mg

浓度分布 SMIS 图

Fig.5 Mg concentration profile (SIMS) of the p++-GaN/

p-GaN/UID-GaN/AlGaN/GaN heterostructure

图 6(a) 是器件在不同栅极凹槽深度下的转移特

性。很明显，随着tch 的减小，VTH 变得更负，而漏

极电流 |IDS| 随 tch 变小而变小，这是因为tch 变小会

导致沟道层中 2DHG 密度降低。本文中定义当 |IDS|= 

10µA/mm 时的VGS 为VTH。图 6(b) 展示了VTH 随

tch 的变化，其中黑色符号对应于实验数据，红色符号

对应于使用模型计算VTH，蓝色符号对应于 Silvaco 

TCAD仿真得到的VTH。可以观察到，计算的VTH 和

仿真的VTH 与从实验中提取的VTH 大体一致。因此，

该模型可以有效地预估器件的VTH。

图 6 (a) GaN 基 p-HFETs 不同栅下凹槽深度时的转移特性 (b) 阈

值电压于沟道厚度的关系图，其中红色符号为提出的模型，蓝色

符号为仿真结果，黑色符号为实验结果

Fig.6 (a)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N-based p-HFETs 

for different depths of gate recess (b) Comparison of VTH 

-tch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oposed model (red symbols), 

simulations (blue symbol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black 

symbols)

牛雪锐 等：GaN基互补电路平台上p沟道异质结场效应晶体管阈值电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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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b) 所示，VTH 随着tch 的减小而减小，这

表明减小tch 有助于实现常关型 p-HFET。本文中

εox、σox、ΦB，MOS、ΔEov 和 Δn 分别为 8.8、2.5×1013 

cm-2、3.2 eV、1.18 eV 和 0.3 eV[25, 30-32]。η 是

根据图 5 中所示的 Mg 浓度分布进行选择，并且是

0.14 ～ 0.21，这取决于 GaN 沟道层的厚度。其他与

Al 摩尔组分相关的参数如表一所示。

表 1 与 Al 摩尔组分相关的参数汇总

Tab.1 Lattice constant, coefficient of spontaneous polarization 

and piezoelectric polarization, dielectric constant used in 

this work

Symbol Values

a(AlxGa1-xN), Å -0.077x+3.189 [33]

e31(AlxGa1-xN), C/m2 -0.11x-0.49 [33]

 e33(AlxGaN), C/m2 0.73x+0.73 [33]

C13(AlxGa1-xN), GPa 5x+103 [33]

C33(AlxGa1-xN), GPa -32x+405 [33]

Psp(AlxGa1-xN), C/m2
-0.09x-0.034(1-x)

+0.021x(1-x) [25]

Ppz(AlxGa1-xN), C/m2

ε(AlxGa1-xN) (-0.5x+9.5) ε0 [34]

3 结果讨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验证了这项工作中

提出的 VTH 模型，但是我们的讨论仅限制在 t ch

对 VTH 的 影 响 上。 然 而， 氧 化 层 的 厚 度 t ox、

AlxGa1-xN 的 Al 摩尔组分 x 和 p-GaN 层中 Mg

的掺杂浓度 Na 对于器件设计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验证模型，采用 Silvaco TCAD 获得了仿真

结果。仿真中的所有参数与模型中使用的参数相

同。

图 7 是四种不同 tch 下 VTH 随 tox 的变化图。

AlGaN 层的厚度 (tb) 和相应的 Al 摩尔组分分别选择

为 20nm和 0.25。对于tch 为 20nm和 15nm的器件，

VTH 随氧化层变厚而增加，当tch 减小后其增加减慢。

当tch 为 10nm 时，VTH 几乎是恒定的，这意味着氧

化层的厚度与VTH 没有关系。然而，对于tch 为 5nm

的器件，VTH 随着tox 的增加而降低，这与上述相反。

在较薄的tch 处VTH 相对于tox 变化的这种趋势是由于

Mg 向 GaN 层的外扩散效应，这可以从方程 (8) 推断

出来。

图 7 模型计算的阈值电压与氧化层厚度的关系

Fig.7 Calculated threshold voltage (VTH) versus thickness of 

oxide layer (tox) at different recessed GaN layer thicknesses (tch) 

for GaN-based p-HFETs with the thickness of AlGaN (tb) 

of 20nm

因此，有必要讨论 p-GaN 层中 Mg 的掺杂浓度

对VTH 的影响，因为Mg可以扩散到UID-GaN沟道

层。图 8(a) 和 (b) 是 p-GaN 层中VTH 与 Na 的变化

图，其中分别与tox 和 tch 有关。如图 8 所示，当 Na

增加时，VTH 变大。氧化层或 GaN 层越厚，VTH

随 Na 增加的速度越快。然而，尽管较低的 Na 会

导致更负VTH，但它对在同一晶片上制造 n 沟道 e

模 p-GaN 栅 HEMT 具有不利影响 [35]。因此，需

要折衷设计 p-GaN 层中 Mg 的浓度。如果异质结

构外延过程中可以很好地控制 Mg 的外扩散效应，

那么在 GaN-on-Si 平台上制作互补电路将更加方

便。

图 8 模型计算的阈值电压与Mg掺杂浓度的关系 (a) 以 tox 为变量

和 (b) 以 tch 为变量

Fig.8 Calculated VTH versus doping concentration Na of Mg 

dopant in p-GaN layer as functions of (a) tox (with tb = 20nm 

and tch = 10nm) and (b) tch (with tb = 20nm and tox = 1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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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模型计算的阈值电压与AlGaN 中 Al 摩尔组分的关系 (a) 以

tox 为变量和 (b) 以 tch 为变量

Fig.9 Calculated VTH versus Al mole fraction x of the 

AlxGa1-xN layer as functions of (a) tox (with tb = tch = 20 

nm) and (b) tch (with tb = tox = 20 nm)

除了 p-GaN 层中的 tox 和 Na 的影响外，根据

方程 (8)，AlxGa1-xN 的 Al 摩尔组分 x 也会影响器件

的VTH，因为 Al 摩尔组分的变化会影响极化面电荷

密度，导致 2DHG 密度的变化。图 9(a) 和 (b) 是VTH

对不同tox 和 tch 的 Al 摩尔组分的关系图。从图 9 可

以看出，VTH 随 Al 摩尔组分的增加而增加，较厚的

氧化物层和 GaN 沟道层的VTH 增长趋势比较薄的氧

化物层和GaN 沟道层更明显。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模型来预估互补电路平台

上基于 GaN 的 p-HFET 的VTH。由于 p-GaN 层

中的 Mg 掺杂剂在异质结构外延过程中可以扩散到

GaN 沟道层中，因此在VTH 模型中考虑了 Mg 外扩

散效应。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我们制备了器件。

借助该模型，讨论了不同器件参数对阈值电压的影响。

结果表明，p-GaN 层中较低的 Mg 掺杂浓度、较低

的 AlGaN 层的 Al 摩尔组分和较薄的凹槽 GaN 沟道

层有利于制造具有负VTH 的器件。由于 Mg的外扩散

效应，氧化层的厚度必须根据凹槽的GaN沟道层厚度

来设计。然而，由于漏极电流、开/关电流比和导通

电阻也与上述参数有关，因此在设计器件时应折衷考

虑所有参数。本工作中提出的VTH 模型为优化在基于

GaN的互补电路平台上制备的p-HFET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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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子迁移率折叠空间电荷区Ge1-xSnx 肖特基二极管设计

翟 笑，张 玉，董龙龙，刘银萍

(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是一种突破传输线限制的电能传输装置，有助于处理复杂场景的设备供电问题。我们重点对微波无线

能量传输系统接收部分的核心器件进行研究设计，对器件材料物理参数以及几何结构参数进行优化，通过调整肖特基二极管 SPICE参数，

得到肖特基二极管电学参数与能量转换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优化设计原理。提出一种绝缘层上 GeSn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的

理论模型，利用 Silvaco 调整器件材料物理参数以及几何结构参数，得到本文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的器件结构，与传统

结构Ge 肖特基二级管相比，能量转换效率得到了 8.1% 的提升。

关键词：微波无线能量传输；肖特基二极管；能量转换效率；折叠空间电荷区

中图分类号：TN47      文献标识码：A   

Ge1-xSnx Schottky Diode Design of The Folded Space Charge Region with High 
Electron Mobility

Zhai Xiao, Zhang Yu, Dong Longlong, Liu Yinping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Microwave wireless energy transmission system is a power transmission device. It break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line limit 

and helps to handle the power supply problem of the equip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scenario.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research design of 

the core components in the accepted part of the microwave wireless energy transmission system. We  optimized the device material physical 

parameters and geometric structure parameters. By adjusting the spice parameters of the Schottky diode, we ob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ttky diode electrical parameters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a Schottky diode in the charged region 

of the GeSn folding space on an insulating layer is presented. The device structure of the Schottky diode in the charge zone of GeSnOI is 

obtained by adjusting the device material physical parameters and geometric parameters using silvaco. Consequently,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improves by 8.1%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tructure Ge Schottky diode.

Key words:  microwave wireless energy transmission; Schottky diod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folded space charge zone

0 引言

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MWPT）突破了传输

线的限制，由其衍生出的各种技术在处理复杂场景设

备供电以及能量收集应用等方面前景广阔 [1-3]。转换

效率（亦称整流效率）是评价 MWPT 的关键指标，

因此，提升 MWPT 的转换效率目前已经成为领域内

研究发展的热点和重点 [4-6]。典型的 MWPT 结构如

下图1所示，MWPT的整体转换效率由发射端效率、

空间传播损耗和接收端效率三个部分组成，为三个部

分效率的乘积。因此，提高 MWPT 的转换效率可以

分别从这 3个角度予以考虑 [7-9]。

相对而言，发射端效率提升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降低空间传播损耗方面，主要通过天线结构优化予以

实现，但该方面研究也已相对成熟。因此，提高微波

无限能量传输系统转化效率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如

何提高接收端整流电路的整流效率。接收端整流电路

整流效率的提升可通过优化电路结构的方法，也可以

通过优化设计整流电路整流用核心元器件的方法予以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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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就作者所知，前者已有诸多相关文献报道，而

涉及后者的研究鲜有报道。

Ge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

是 MWPT 常用的整流二极管 [10-12]。从理论角度来

说，整流电路整流效率与整流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内

部电阻、电容以及击穿电压等各电学指标均密切相

关。有鉴于此，本文以频率 2.45G 微波无线能量传

输系统为应用背景，通过 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Silvaco 以 及 HFSS（High Frequency 

Structure Simulator）联合仿真，针对整流电路中的

Ge 肖特基二极管进行优化设计，旨在提高微波无线

能量传输系统的能量转化效率。

1 器件优化原理

本节围绕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能量转化效率

提升的应用目标，主要探讨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用

Ge 肖特基二极管的优化原理，为器件后续的优化设

计奠定理论基础。

1.1 器件型号选择

目前用于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的常用肖特

基二极管是安捷伦公司生产的 HSMS 型号的二极

管。通常有 HSMS-282X、HSMS-285X、HSMS-

281X、HSMS-286X 四种由 Ge 材料组成的二极管型

号，可覆盖低能量密度到高能量密度的应用。本小节

分别对各型号 Ge 肖特基二极管的微波无线能量传输

系统用整流电路进行比对分析，从中选出本文仿真用

Ge 肖特基二极管的型号。

观察图 2-a 可见，在较低能量范围 HSMS-

285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转换效率比较好，在高能量

范围 HSMS-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转换效率较好。

并且，HSMS-2860 型的能量转换效率最高，其次为

HSMS-2820。但从图 2-b ～ 2-d 可见，在频率为

2.45GHz 的条件下，HSMS-281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

反射系数最小，其能量损耗也最小，其次为 HSMS-

2820 型；从输入阻抗方面考虑，HSMS-2820、

HSMS-281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将会是比较好的选

择。综上所述，HSMS-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能量

转换效率高，阻抗变换平缓，反射系数小，易于设计

阻抗匹配电路。因此，本文拟以其作为研究对象。

 

(a)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图

(a) Soli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b)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虚部曲线图

(b) Dity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图 1 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

Fig.1 Microwave wireless energy transmis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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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功率与转换效率曲线图

(c) Input power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diagram

 

(d) 输入功率与反射系数曲线图

(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图 2 基于各型号Ge 肖特基二极管的整流电路ADS仿真比较

Fig.2 ADS simulation comparison based on Ge Schottky 

diodes

1.2 拟优化器件参数选择

Ge 肖特基二极管 SPICE 参数与整流电路整流效

率密切相关，本小节拟以 HSMS-2820 为研究对象，

通过研究其零偏电容、反向击穿电压及串联电阻等参

数对整流电路整流效率的影响，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规律，进而选出后续 Ge 肖特基二极管拟优化的器件

参数，提出本文 HSMS-2820 Ge 肖特基二极管优化

设计的原理。

(a)  

(b)                               

(c) 

图 3 Ge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路图（a、b、c 分别为扫描电容、串

联电阻、最大耐压）

Fig.3 Ge Schottky diode rectification circuit diagram( a, 

b, c are scanning capacitance, series resistance, maximum 

voltage resistance)

利用 ADS 工具，对 Ge 肖特基二极管 SPICE 模

型的零偏电容Cj0、串联电阻及击穿电压进行参数扫

描（见上图 3），扫描结果见下图 4 ～图 6。由图 4

可见，通过对器件 SPICE 模型中零偏电容的调整，

我们观察到降低零偏电容有利于整流效率的提升，并

且有利于后续匹配电路的设计。

 

(a)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图

(a) Soli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b)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虚部曲线图

(b) Dity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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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功率与转换效率曲线图

(c) Input power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diagram

 

(d) 输入功率与反射系数曲线图

(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图 4 电容扫描仿真结果图

Fig.4 Circuit scanning simulation result diagram

进一步分析串联电阻对整流效率的影响，从图 5

转换效率曲线的最高点可以看出，随着肖特基整流二

极管串联电阻的减小，整流电路的效率将会增大。

 

(a)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图

(a) Soli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b)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虚部曲线图

(b) Dity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c) 输入功率与转换效率曲线图

(c) Input power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diagram

 

(d) 输入功率与反射系数曲线图

(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图 5 串联电阻扫描的仿真结果图

Fig.5 Simulation results diagram of series resistance scan

为验证整流效率转折点是否与击穿电压越大转

折点就会随能量的增加而滞后的预想相一致，进行击

穿电压对整流电路的仿真。结果如图 6，其耐压越大，

转换效率越高。

 

(a)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图

(a) Soli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b) 输入功率与输入阻抗虚部曲线图

(b) Dity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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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功率与转换效率曲线图

(c) Input power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diagram

 

(d) 输入功率与反射系数曲线图

(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图 6 最大电压扫描的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aximum voltage scan

综上，零偏电容小、串联电阻小应作为 HSMS-

2820 Ge 肖特基二极管优化设计的原理。

2 器件设计与仿真

2.1 器件材料与结构设计

材料物理参数是决定 Ge 肖特基二极管性能

的关键因素之一，提高 Ge 半导体材料的电子迁移

率，可有效降低器件串联电阻，进而提高 HSMS-

2820 Ge 肖特基二极管的整流能力。研究表明，通

过 10%左右 Sn合金化对Ge半导体材料进行改性，

可使 Ge 由间接带隙型半导体转变为直接带隙型半

导体。改性后的 Ge 半导体材料电子迁移率与纯 Ge

半导体材料相比可提升一倍左右（见下图 7）。依

据此原理，本文优化设计 HSMS-2820 Ge 肖特基

二极管选用 Ge 改性后的 Ge1-xSnx 半导体作为器件

有源层。

 

(a) 导带各能级随 x变化情况

(a) The various energy levels of the guide band change with x

 (b) Ge1-xSnx 电子迁移率与 Sn组分关系

(b)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e1-xSnx electron mobility and 

the Sn components

图 7 Sn 合金化改性致Ge 半导体材料电子迁移率增强

Fig.7 Sn alloy modification causes enhanced electronic 

mobility of Ge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完成器件材料设计后，进一步讨论器件结构设

计。为了有效降低 Ge 肖特基二极管零偏电容，本文

提出折叠空间电荷区的结构设计理念（见下图 8）。

如图，将 GeSn 材料生长在 SiO2 上的 GeSnOI 技术

使得肖特基二极管在阳极施加电压时，空间电荷区

先纵向耗尽，当施加的反偏电压足够大时，纵向完

全耗尽之后，由于半导体材料下面是绝缘层，因此

只能横向耗尽。本文设计的肖特基二极管在空间电

荷区不像传统肖特基二极管只有纵向的空间电荷区，

而是由纵向空间电荷区与横向空间电荷区两个部分

组合而成的，类似将原本纵向的空间电荷区折叠成

为两个部分，因此称其为折叠空间电荷区的肖特基

二极管。由于空间电荷区被分为纵向空间电荷区与

横向空间电荷区，所以其电容也被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为纵向电容与横向电容，在器件的模型中，这

两部分电容属于串联关系，由于电容串联的特性，

总电容大小将会减小。



63

—— 研究论坛 ——

 
 

图 8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结构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chottky diode structure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2.2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仿真

基于本文 2.1 节提出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

区肖特基二极管结构 , 本小节拟通过器件仿真工具

Silvaco，对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 SBD 进行器件

仿真。如图 9 所示，即为本文设计的关键整流器件的

结构与掺杂图。

 

(a)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 SBD结构图

(a)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GeSnOI Schottky diode in the 

folded space charge zone

 

(b)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 SBD掺杂浓度图

(b) GeSnOI Schottky diode doping concentration in the 

charge region of the folding space

图 9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结构和掺杂浓度

Fig.9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Schottky diode 

structure and doping concentration

从图中可以看出绝缘层 SiO2 上外延生长了 GeSn

材料，构成 GeSnOI 材料，Ge 材料左侧为重掺杂

缓冲层，掺杂浓度为 2×1020cm3，其作用是为了形

成欧姆接触，右侧即为轻掺杂区域，掺杂浓度为

3.8×1017cm3。肖特基二极管为横向结构，中间存在

SiO2 凹槽，使得横向电流被限制在较窄区域，调节其

电场。

图 10 所示为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

极管的纵向电场与横向电场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肖特基金属上施加正向电压即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偏置

下，纵向区域电场从阳极开始在整个外延层厚度上

逐渐降低，在绝缘层处达到最小值 0；在横向区域，

0 ～ 0.5 微米处于纵向耗尽结束的位置，在此处电场

强度变化不大，从 0.5 微米处开始，由于横向电流被

限制在较窄区域，所以横向电场强度比较大，一直到

浓度突变处，电场强度都比较大，在浓度突变以外，

电场强度逐渐减小至 0。

 

(a) 纵向电场分布

(a) Longitudinal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b) 横向电场分布

(b) Transvers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图 10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电场图

Fig.10 Electric field diagram of the Schottky diode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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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11 为肖特基二极管施加正向电压时器件内

部的电势分布图，图中电势的分布趋势与电场分布趋

势吻合，在阳极处电势最高，阳极电极以下外延层区

域，电势逐渐降低，在横向区域，电势从纵向最低值

处开始逐渐降低，变化平缓。

 

图 11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电势分布

Fig.11 The Schottky diod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图 12 所展示的是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

基二极管内部的电流密度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阳极施加正向电压时，其电流密度的最大值分布在较

窄的外延层区域。当肖特基二极管正偏时，已经可以

看出电流已经有明显的向横向区域流入的趋势，由于

横向区域存在上下绝缘层的阻挡使得横向外延层区域

变窄，通过上述对肖特基二极管电场电势的分析可以

知道，在较窄区域内的电场强度变化明显，电势从阳

极到阴极逐渐降低，这也解释了在较窄外延层区域电

流密度较大的原因。

 

(a)

 

(b)

图 12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内部的电流密度分布

Fig.12 Curr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inside the Schottky diode 

in the charge region of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下图 13 为所设计的目标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

区肖特基二极管正向与反向 IV 曲线，可以看出，肖

特基二极管的开启电压约为 0.2V，随着阳极电压的

增大，其正向电流逐渐增大，在较大电压情况下其表

现为线性电阻的形式，与半导体理论相吻合。观察反

向曲线，可以看出所设计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

压约为 14V。

 

(a) 正向 IV 曲线

(a) Forward IV curve

 

(b) 反向 IV 曲线

(b) Reverse IV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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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正向与反向 IV 曲线

Fig.13 Forward and reverse IV curves of the Schottky diode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region

下图 14 为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

管的 CV 曲线，可以与市面上通用的 HSMS-28XX

系列肖特基二极管相比较，本文所设计的 GeSnOI 折

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在零偏电压的情况下，

已经纵向耗尽，空间电荷区已经扩展至横向，结电

容是由纵向完全耗尽的空间电荷区电容与横向的空

间电荷区电容串联而成，因此其零偏情况下的电容

值较小。

 

图 14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的CV曲线

Fig.14 CV curves of the Schottky diode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zone

下面对整流电路中的关键器件肖特基二极管进

行理论分析，将影响能量转换效率的关键参数零偏电

容降低，从而提高其微波能量转换效率。为了验证能

量转换效率是否提升，故在此将上文所设计的肖特基

二极管带入整流电路进行仿真。

将本文所设计的全耗尽 GeSnOI 折叠肖特基二极

管仿真分析的正向 I-V 曲线，反向 I-V 曲线以及在

2.45 GHz 频率下的 C-V 曲线带入 Cadance Model 

Editor 软件中提取器件的 SPICE 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 SPICE 参数表

Tab.1 Table of SPICE parameters of GeSnOI Schottky diodes 

in the folding space charge zone

参数 单位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

肖特基二极管

Bv V 13

Cj0 pF 0.2

EG eV 0.69

IBV A 3×10-5

IS A 1.12×10-10

N 1.08

RS Ω 3

PB V 0.2

PT 2

M 0.5

将其 SPICE 参数带入 ADS 仿真软件中，电路仿

真图如图 15 所示，其负载电阻串联电容与 HSMS-

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相同，仿真结果如图 16所示，

当阻抗失配时，其能量转换效率为 18.3%；使用阻

抗自匹配模型，可以得到如图 17 所示的仿真结果，

可以观察能量转换效率达到了 77.2%。如图 18，与

HSMS-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相对比，能量转换效

率得到了 8.1% 的提升；与 Ge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

特基二极管相对比，能量转换效率得到了 6.3% 的提

升。由此可以验证出本文对于肖特基二极管结构优化

的方式对于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的能量转换效率具

有本质上的提升。

 

图 15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测试电路

Fig.15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zone Schottky diode 

rectification test circuit

 

图 16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路未匹配效率

Fig.16 GeSnOI mismatching efficiency for Schottky diode 

rectification in the folding spac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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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输入能量与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图

(a) Soli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b) 输入能量与输入阻抗虚部曲线图

(b) Dity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input impedance

 

(c) 输入能量与转换效率曲线图 

(c) Input power and conversion efficiency diagram

        

   (d) 输入能量与反射系数曲线图

(d) Plot of input power and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图 17 GeSn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路匹配时仿真

结果

Fig.17 Simulation results for Schottky diode rectification 

matching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zone

 

图 18 GeSnOI，GeOI 折叠空间电荷区肖特基二极管与HSMS-

2820 肖特基二极管能量转换效率对比图

Fig.18 Comparision diagram of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with HSMS-2820 Schottky diodes in the GeSnOI 

folding space charge zone

3 结论

本文为了提高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的能量转

换效率，从关键整流器件肖特基二极管入手，分析目

前市面上广泛应用于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系统中的常用

肖特基二极管的能量转换效率，最终建立 GeSnOI 折

叠空间电荷区结构的肖特基二极管模型，通过器件仿

真工具进行仿真。在进行不同并联电容与串联电阻的

仿真测试中，可以得知 HSMS-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

管对于工作在 2.45GHz 频率下具有非常好的能量转

换效率，最终选择 100pF 并联电容与 1000Ω 的串联

电阻，其能量转换效率可以达到 77.2%。对 HSMS-

2820 型号肖特基二极管的 SPICE 参数调整后进行仿

真，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肖特基二极管的串联电阻、

结电容以及反向击穿电压对于能量转换效率均有影

响，表现为降低串联电阻以及结电容可以使得肖特基

二极管内部损耗大大降低，显著提升其能量转换效率，

而增大反向击穿电压可以使得系统工作的能量范围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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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基础是集成电路芯片，在

众多芯片家族之中，存储器芯片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1]。

在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和多样化市场需求的双重刺激

下，存储器容量越来越大，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实

现的功能越来越多，体系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更新换

代的速度更是越来越快 [2]。在微处理器领域，高速的

SRAM 作为高速缓存 (cache) 已被广泛的使用 [3]。存

储器的速度、面积与功耗是决定处理器性能的重要指

标，因此存储器的高速度、低功耗设计成为整个设计

中的关键环节 [4]。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生产流片的成

功率、缩短上市时间等因素，也就需要对仿真验证的

覆盖率和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5]。

目前，虽然许多 EDA 公司推出了基于超大

规模电路的仿真软件，但是并不能满足对大容量

SRAM 仿真速度的需求。以一个只有 2Mb 容量的

SRAM 来讲，它所包含的晶体管的数量通常会达到

几百万个，这使得寄生参数的提取和后仿真几乎无

法进行。虽然也有许多高速、大容量的 SRAM 被

设计成功 [6-10]，但是所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却是

成倍的。

QDR SRAM 是用于高速、高带宽操作的理想处

理器，相比传统的SRAM，QDR SRAM的速度更快，

吞吐量更大，因此研究 QDR SRAM 至关重要 [11]。

以下是容量为 72Mbit 的 QDR SRAM 电路的功能框

图。

一种用于大容量 SRAM的高精度建模方法

任荣康，陆时进，刘晨静，赵 佳，刘 琳，郑 涛，黄新壮，李建成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 )

摘　要：为解决大容量SRAM寄生参数提取难度大、仿真时间长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高精度建模方法。该方法能够指导版图的快速化简，

构建具有读写功能的高精度仿真模型。这不仅克服了 EDA 工具对于大容量 SRAM 版图提取难、仿真速度慢的难题，并且能够全方位地验

证电路设计的合理性。该方法在项目大容量72MBit SRAM设计中得到了应用，芯片基于国内先进纳米CMOS工艺制造，回片测试数据正常，

验证了该方法对于大容量 SRAM 建模仿真的实用性。

关键词：大容量 SRAM；高精度建模；后仿真

中图分类号：TN402     文献标识码：A

A Method of High Precision Modeling Based on Large Capacity SRAM

Ren Rongkang, Lu Shijin, Liu Chenjing, Zhao Jia, Liu Lin, Zheng Tao, Huang Xinzhuang, Li Jiancheng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A method of high precision model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difficult extraction and long post-simulation time 

of large capacity SRAM. This method can rapidly direct the layout simplification, and then build high precision simulation model which 

possess the read-write function. This method not only overcome a lot of problems of EDA tools, moreover, can fully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circuit design. The project 72Mbit SRAM has used this method to design chip. The chip manufacturing is based on domestic advanced nano 

CMOS process. The normal result of testing data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Key words: large capacity SRAM; high precision modeling; post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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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功能框图

Fig.1 Logic block diagram

电路包含读地址寄存器、写地址寄存器、读控制

逻辑和写控制逻辑、读数据寄存器和写数据寄存器以

及时钟产生电路等 [12]。

电路基于国内 65nm CMOS 工艺制造，采用

165 引线陶封柱栅阵列（CCGA）封装而成，其外形

及尺寸参数如图 2、表 1所示。

 

图 2 外形图

Fig.2 Outside drawing

表 1 外形尺寸表

Tab.1 Outline dimension table

尺寸符号
数值

最小 公称 最大

A 4.06 — 5.31

A1 2.01 — 2.41

D 24.80 — 25.10

E 20.80 — 21.10

ZD 3.51 — 3.66

ZE 4.05 — 4.20

e — 1.27 —

Фb 0.81 — 0.91

aaa — — 0.30

bbb — — 0.15

针对类似大容量 SRAM 的仿真设计，提出了一

种高精度建模方法，该方法能指导版图的快速化简，

操作简单，实现容易。在 72Mbit QDR SRAM 项目

中的成功应用，体现了该方法在高精度建模和缩短仿

真周期方面的实用价值。

1 模型设计

大容量 SRAM 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存储器的核心 - 阵列，其包括译码、核心存储单元

(SRAM6T) 和灵敏放大器 (SA)；另一部分是包括地

址、控制、时钟和 I/O在内的外围逻辑。

电路的版图尺寸为 17mm×13mm，阵列所占有

的面积最大，而且内部器件数目极大，版图布局如图

3所示。

 

图 3 SRAM 顶层版图

Fig.3 Top level layout of SRAM

通常情况下，建模时会删除多余单元、模块以达

到缩小寄生参数的目的，但是会导致负载布线和负载

器件的缺失，从而影响寄生参数的准确性，进而导致

仿真结果存在偏差。

为避免以上问题，同时提升后仿真的速度，基于

电路层次化设计和版图全定制设计的特点，提出了一

种高精度建模方法，即替换保留法，就是将原本需要

删除的单元采用定制的负载单元进行替换，负载单元

中保留原始的布线、负载器件。

以阵列建模为例展开说明。

该电路的存储体由 4个版图结构完全相同的阵列

组成，故选取阵列 #1 即可类比阵列 #2、阵列 #3

任荣康 等：一种用于大容量SRAM的高精度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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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阵列 #4。阵列呈中心对称结构，左右各包含 96

个存储块 SRAM1，故选取阵列左侧即可类比右侧。

左侧版图如图 3所示。

 

图 4 阵列左侧版图

Fig.4 Left layout of array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存储块相对于行列

译码、灵敏放大器的物理位置各不相同。因此，选

取了 4 个物理位置最为关键的存储块 SRAM1#1、

SRAM1#32、SRAM1#65 和 SRAM1#96 分 别 构

建 4 种模型用于论证说明。不同存储块的相对物理位

置如表 2所示。

表 2 SRAM1 相对位置信息

Tab.2 Relative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SRAM1

存储块 列译码 行译码 灵敏放大器

SRAM1#1 最近 最远 最远

SRAM1#32 最远 最远 最近

SRAM1#65 最近 最近 最远

SRAM1#96 最远 最近 最近

SRAM1#1 距离行译码、列译码最远，距离灵

敏放大器最近，SRAM1#32 距离行译码、灵敏放大

器最远，距离列译码最近，因此，以上两个存储块

可验证的是距离行译码最远时，存储块相对于列译

码、灵敏放大器不同距离下的工作情况。同样的，

SRAM1#1 和 SRAM1#65 可验证相对于行译码不

同距离下的工作情况。SRAM1#96 用于再次验证以

上 3 个存储块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因此，基于以上 4

个存储块的模型即可验证整个阵列的工作情况。

选取 SRAM1#1 为模型的目标读写存储块时，

其对应的列译码 #1、行译码 #1 和灵敏放大器 #1

均完整保留，其余译码和灵敏放大器块采用负载单元

进行替换。

进一步选取 SRAM1#1 内部 WL1、BL1 处的

SRAM6T#1 为模型的最小存取单元时，其同一字

线、位线上和相邻字线 (WL0、WL2)、位线上 (BL0、

BL2) 的 SRAM6T 单元均需要保留，其余 SRAM6T

单元采用负载单元进行替换。下图为 SRAM1#1 版

图示意图。

 

图 5 SRAM1#1 版图

Fig.5 Layout of SRAM1#1

为保证模型字线 WL1 负载的完整性，存储

块 SRAM1#33 和 SRAM1#65 需 要 保 留 其 字 线

WL0 ～ WL2 上 所 有 的 SRAM6T 单 元， 其 余 的

SRAM6T单元采用负载单元进行替换，如图6所示。

 

图 6 字线化简

Fig.6 Simplification of word line 

同样的，为保证模型位线 BL1 负载的完整性，

存储块 SRAM1#2 ～ #31 和 SRAM1#32 需要保留

其位线BL0～ BL2 上所有的 SRAM6T单元，其余的

SRAM6T单元采用负载单元进行替换，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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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位线化简

Fig.7 Simplification of bit line

由于存储块 SRAM1#34 ～#63、SRAM1#66

～ #9 5、SRAM1#6 4 和 SRAM1#9 6 与

SRAM6T#1 不具有任何的相关性，全部采用负载单

元进行替换，如图8所示。

 

图 8 不相关存储块化简

Fig.8 Simplification of uncorrelated memory blocks

将每个化简完成的存储块按照原始架构拼接完

成即可得到阵列左侧的高精度模型，版图结构如图 9

所示。

 

图 9 阵列左侧化简图

Fig.9 Simplification of left array

另外，阵列 #1 的右侧、阵列 #2、阵列 #3 以

及阵列 #4 均使用负载单元进行替换。外围逻辑中，

地址、控制和时钟信号是存储器完成读写操作的必要

条件，需要完整保留；I/O 模块中删除 ESD 相关器

件，未使用的I/O单元用负载单元进行替换。将化简、

替换完成的阵列与外围逻辑组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

模型，版图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整体模型版图

Fig.10 Top level layout of simplified SRAM

2 参数提取

为了使模型更接近实际生产回片的情况，并提

升后仿网表的准确性，在提取后仿网表前，对模型

版图进行 Dummy 的填充。另外，从节省提取时间

和减少网表冗余的角度出发，对不相关的阵列和 I/

O 区域采用阻挡层来屏蔽 Dummy 的填充，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阻挡层分布图

Fig.11 Distribution of block layers

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缩减后仿网表

的大小，在提取寄参时采用了 2项特定的设置。

任荣康 等：一种用于大容量SRAM的高精度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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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很多 fF 级和 mΩ 级的寄生参数影响

着后仿网表的大小，因此设置了 RC 的约减项，具体

设置参数信息见下表。

表 3 约减参数信息表

Tab.3 Information of reduction parameter

约减项 约减值 单位

CC 0.1 fF

MinCap 0.1 fF

MinRes 1 Ω

第二，电路设计时，系统地评估了电源地的供电

和 LDO 输出能力，确保其供电能力是有裕量的，故

认为电源地和 LDO 的供电是理想的，因此不再提取

电源地和 LDO输出端的寄生参数。

建模完成的整体模型版图大小约为 1.6Gbit，在

Calibre Interactive-PEX v2018.2 的工具上，采用

60 个 CPU 并行提取，用时 1 小时即可提取完成，提

取的后仿网表大小约为 300MBit。

3 仿真结果

在项目大容量 SRAM 的设计中，采用全定制

设计了一个 36 位数据、工作频率 250Mhz、容量为

72Mbit 的 SRAM，流片验证芯片可以稳定的工作在

250Mhz，充分说明所设计的模型能够准确反映电路

状态且仿真准确。

为了进一步说明建模方法的高效性，对存储块化

简前后和完整版图化简前后提取的网表进行仿真，时

间对比如图 12 所示。

 

图 12 仿真时间对比图

Fig.12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time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建模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我们在进行 ATE 和板级测试时，选取了几项典型数

据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如表 4 所示，结果均表明这

种建模方法的误差在 5.2% 之内，表明建模方法是准

确可靠的。

表 4 仿真结果对比表

Tab.4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

参数 符号 仿真值 ATE 测试 板级测试 误差值

地址建立时间 (ns) tSA 0.31 0.32 0.32 3.3%

控制建立时间 (ns) tSC 0.30 0.30 0.31 3.4%

地址保持时间 (ns) tHA 0.32 0.33 0.33 3.2%

控制保持时间 (ns) tHC 0.30 0.31 0.30 3.4%

数据输出延迟 (ns) tCO 0.39 0.40 0.41 5.2%

4 结论

由于大容量 SRAM 的电路规模和版图面积均较

大，在先进工艺制程下，寄生参数数量的倍增导致

仿真验证速度慢，迭代周期长。而本文所论述的高

精度建模方法指导完成的模型具有误差范围小、实

现难度小、提取时间和仿真时间短等优点，有力地

推动了大容量 SRAM 的设计进展，具有实际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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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Fibre 接口 IP 核的设计实现

任永杰，陈卫国，刘 明，宫 瑶，薛增增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陕西省 西安市 710065）

摘　要：为了满足星载任务高速高带宽传输的需求，设计实现了符合 SpaceFibre 协议的编解码接口 IP 核（CODEC）。针对带宽信

用复杂的计算过程进行优化，提出了一种通过数据帧发送时间表征数据帧发送流量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小发送仲裁开销。对 CODEC 核的

资源开销进行了评估，对比分析了虚拟通道个数对资源开销的影响，在 Xilinx 的 FPGA 平台和 65nm CMOS 工艺平台进行设计实现，实

现结果优于现有设计。对CODEC核进行了DFV验证和FPGA原型验证，并在控制器和交换器电路中进行了流片验证，结果满足使用要求。

关键词：SpaceFibre；CODEC；虚拟通道；带宽信用；服务质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aceFibre CODEC 

Ren Yongjie, Chen Weiguo, Liu Ming, Gong Yao, Xue Zengzeng  
(Xi’an Microelectromic Technology Institut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speed and high-bandwidth transmission for spacecraft, a SpaceFibre CODEC is 

designed. The architecture and reliability of codec are designed. To avoid using large-bit width multipliers/dividers and reduce arbitration 

logic, a method to characterize bandwidth credit by frame sending time substitute for frame data size was proposed. The resource cost of 

CODEC and the influence of VC’s numbers are evalu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DEC on the platform of Xilinx FPGA is presented. 

Design for verification (DFV) and FPGA prototype verification of CODEC are carried out. The CODEC integrated in SpaceFibre controller 

and switch circuit for tape verification. 

Key words: SpaceFibre; CODEC; VC; bandwidth credit; QoS

0 引言

星载任务的日益复杂化对数据传输网络提出

了高速高带宽的要求。SpaceWire（SpW）总线协

议于 2008 年发布，已在欧空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 的 Sentinel-1、BepiColombo、

SolarOrbiter、MetOP-SG 和 JUICE 等多个发射任

务中应用 [1]。但 SpW 最大 400Mbps 的传输速率已经

不能满足大数据量载荷传输的应用需求。

针对这种现状，欧洲空间标准化组织（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Space Standardisation，ECSS）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 SpaceFibre（SpFi）总线协议，

以解决数据总线高带宽、低延迟和高可靠传输的问题[2]。

SpFi 多通道数据率可达 20Gbps，能够满足现阶段数

据传输需求。

SpFi协议层分为物理层、通道层、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和管理层，以及可选的多通道层，协议层划分

如图 1 所示。SpFi 采用 8b/10b 编码方式，单通道码

速率最高可达 6.25Gbps，支持多达 16 个通道，可以

在电缆和光纤介质中传输。SpFi 协议对 SpW 协议具

有良好的兼容性，支持优先级、带宽预留和时隙调度

等混合 QoS 机制和错误隔离恢复机制，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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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paceFibre 协议层

Fig.1 SpFi protocol stack

SpFi 协议层中的网络层主要处理网络中数据包

的路由传输，数据链路层主要处理数据帧的收发，通

道层主要处理通道初始化和链路连接，物理层主要处

理 8b/10b 编解码及 SerDes 数据传输。多通道层为

SpFi 协议的可选层，通过多个通道的绑定以达到数

据带宽倍增的效果。调度数据帧发送的 MAC 位于数

据链路层中，用于实现不同虚拟通道（VC）的发送

调度功能。

欧空局、英国的邓迪大学和意大利的比萨大学

等科研单位已经完成各自的 CODEC 核设计工作，

且在多款 FPGA 上进行了设计实现 [3,4]。国内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单位开展

了 SpFi 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网络服务质量

方面 [5,6]。为了满足星载数据网络大数据量传输的应

用需求，有必要开展高性能 SpFi 接口 IP 核的研究

工作。

本文第 1 节主要介绍 CODEC 核的架构设计

和可靠性设计及混合 QoS 机制的实现；第 2 节介

绍 CODEC 核的 DFV 验证和 FPGA 原型验证；

第 3 节对 CODEC 核进行基于不同 VC 个数的资

源开销评估，并与现有设计进行对比；第 4 节介

绍 CODEC 核 ASIC 集成验证情况；第 5 节给出

总结。

1 CODEC 核设计

1.1 架构设计

CODEC 核的架构在保持 SpFi 协议层次结构的

基础上，依据应用进行适当调整。SpFi 物理层 PHY

采用与数字逻辑分离的硬核 IP 实现。多通道层用于

多通道绑定设计，单通道最高 6.25Gbps 的传输速率

已经能够满足使用要求，故在 CODEC 核设计中不实

现多通道层逻辑以减小硬件开销。协议规定最多支持

32 个 VC，VC 的个数对 CODEC 核的发送仲裁逻辑

影响很大，CODEC 核实现 VC 的个数在满足应用需

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少。为了方便使用，数据包的拆

包组包逻辑集成在 CODEC 核中。在缓存中采用整包

存储组织方式。

使用硬件描述语言设计CODEC核，其结构框图

如图 2 所示。CODEC 核实现了网络层的组包拆包逻

辑、数据链路层、通道层和物理层的编解码逻辑，以

及管理接口、数据包接口和广播接口。管理接口负责

CODEC 核相关配置和监测信息，数据包接口和广播

接口分别负责数据包和广播帧的接收发送。

  

图 2 CODEC核结构框图

Fig.2 CODEC structure

由于数据包格式中不包含 VC 的信息，数据包

存储时依据 VC 的不同独立分配空间。CODEC 核发

送数据时，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包发送缓存区内。发送

任永杰 等：SpaceFibre接口IP核的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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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区填数完毕将会通过相应的 VC 向 MAC 发起发

送请求，MAC 根据混合 QoS 机制进行仲裁授权。当

获得授权后，将数据包拆帧搬移到帧发送缓冲区中并

依次发送出去。通道根据接收 FCT 判断对端的存储

空间空余情况。通道根据接收到 ACK 或者 NACK

判断是否发起重传。CODEC 核接收数据时，通过帧

CRC 校验判断数据帧是否正常接收并发送与之匹配

的 ACK 或者 NACK。根据接收数据帧的 VC 信息将

数据帧存储在相应的接收缓存中。按照帧头中的序列

号信息进行数据包存储组织。

为了适应航天高可靠的应用需求，设计完善了链

路初始化状态机、接收同步状态机、错误恢复状态机

和链路复位状态机等逻辑。在数据链路层设计了重试

控制逻辑，在通道层设计了数据加解扰逻辑和 SKIP

字符添加及弹性缓存逻辑。

这种架构的特点在于保持了 SpFi 协议层次，方

便后续添加多通道层逻辑。通过添加多通道绑定和对

齐逻辑，可以灵活地实现 ×1、×2 和 ×4 等模式，

以适应卫星多种应用场景。

1.2 混合 QoS 机制实现

SpFi 的混合 QoS 机制包含优先级、带宽预留和

时隙调度机制，通过 QoS 保证了数据帧合理有序地

发送。多 VC 的混合 QoS 调度机制是 SpFi 协议的特

色之一，可以满足复杂的应用需求，这也是 CODEC

核的设计难点。

对不同 VC的数据帧按照时隙进行发送调度，相

同时隙内按照优先级进行发送调度，相同优先级按照

带宽预留的策略进行发送调度，文献 [7]、[8] 对混合

QoS 运行机制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带宽预留机制保证

了各通道带宽的均衡性，预期带宽大但实时带宽利用

率低则会导致带宽信用值快速增加，预期带宽小但实

时带宽利用率高则会导致带宽信用值快速减少。带宽

信用值大的VC优先获得仲裁授权。

带宽预留机制的核心在于独立计算 VC的带宽信

用值。带宽预留机制通过每个通道已发送数据量计算

使用带宽，将使用带宽与期望带宽进行比较得出带宽

信用值。使用带宽信用值评价通道占用情况并确定占

用权重，每一帧当前的带宽信用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BWC 表示本 VC 通道当前带宽信用

值，等式求和表示第 n 帧数据发送后导致的带宽信用

值更新，ABW[n] 表示带宽信用值更新后所有 VC 在

SpFi 链路上传递的有效带宽增加量，UBW[n] 表示

带宽信用值更新后本 VC 通道使用的带宽，EBW 表

示本 VC 通道的期望带宽。CODEC 核各个 VC 通道

总的期望带宽之和小于 100%，其余带宽用于传递广

播帧、ACK/NACK 和 FCT等。

通道带宽信用值在每帧发送结束后更新，不可避

免地使用乘除法器等资源，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考虑

到大位宽的乘除法器对资源开销影响较大，需要对带

宽信用值的计算方式进行优化设计。评估带宽占用情

况的带宽信用值仅关注相对大小，基于相对值比较的

思想，式（1）可得发送帧前后带宽信用值的差式（2）。

对于未发送数据帧的 VC 通道，使用带宽

UBW[n] 为 0，可推出式（3）。

对于发送数据帧的 VC通道，通道有效带宽增加

量ABW[n] 与使用带宽UBW[n] 相等，可推出式（4）。

由式（3）（4）可知，在发送一帧的情况下，未发

送通道带宽信用值增加量与帧长正相关，发送通道带

宽信用值增加量与帧长负相关。由于帧发送模块按照

每拍 32 位的速率处理数据，发送的数据量与发送帧

长的耗时正相关，所以带宽信用值计算可以由使用发

送数据量转换为使用帧发送时间。每个 VC 发送设置

独立的带宽信用计数器，当链路发送数据帧时计数器

随帧发送依次增加，当数据帧发送结束时相应 VC 计

数器减去帧长带宽占用值。帧长带宽占用值是发送数

据帧时计数器随帧发送增加 32/EBW 的计数结果。

这种使用帧发送时间表征带宽信用值的方法，可



77

—— 研究论坛 ——

以避免帧信用量计算时大位宽乘除法器的使用，实现

较为简单，资源开销少，但由于使用量化系数不可避

免的存在计算精度问题。

2 CODEC 核验证

CODEC 核验证是通过 DFV 验证和 FPGA 原

型验证开展的，DFV 验证侧重于协议一致性和接

口特性验证，FPGA 原型验证侧重大数据量通信验

证。

2.1 DFV 验证

针对 CODEC 核验证自主开发了 SpFi 协议的验

证环境，验证环境框图如图 3 所示。主机接口实现数

据包接口、广播接口和管理接口的读写访问，并对寄

存器状态进行监控。寄存器模型实现了 CODEC 核

内部管理寄存器的映射，便于组织和配置寄存器。

Scoreboard 模块将 SpFi 总线上接收发送的数据进行

统计，并与监控到的 DUT 的数据进行比对，完成数

据的检查。

图 3 验证环境

Fig.3 Verification environment

SpFi 接口模型是验证环境的核心，主要模拟

SpFi 总线接口行为，接口模型参照 SpFi 协议采用分

层结构设计。接口模型的物理层实现了 SerDes 功能

和 8b/10b 编解码功能，通道层实现了通道层控制字

的建模、通道初始化状态机和接收同步状态机，数

据链路层实现了多 VC 的混合 QoS 调度算法，以

及数据帧、广播帧和空闲帧的组帧及可选加扰功

能，实现了序列号生成及检测、CRC 校验、错误

恢复、错误重传机制、ACK/NACK 生成、接收

错误状态机、数据字识别状态机和链路复位状态

机等功能，网络层主要实现数据包和广播消息的

建模。

验证环境实现了 SpFi 总线模型及协议验证，进

行了 CODEC 核接口验证。通过 VC 个数、时隙、

优先级、带宽等参数配置，完成基本通信、注错、

广播、混合 QoS 机制、复位等功能验证。针对 53 个

典型验证点设置了 154 个验证用例。验证结果显示

CODEC 核功能正确，语句覆盖率、分支覆盖率、

FSM 覆盖率和条件覆盖均满足要求，验证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验证结果

Fig.4 DFV results

2.2 FPGA 原型验证

本文的 CODEC 核在 FPGA 平台上开展原型验

证工作，由于缺乏标准化总线测试设备，CODEC 核

采用回环测试的方案开展强度测试。基于 Xilinx 的

Virtex-7 系列 XC7VX690T FPGA 器件进行设计实

现，工程集成两个 CODEC 核，PHY 通过 FPGA 的

GTH 实现，外部通过光纤连接。TMS320F28335 为

控制 DSP，作为主机接口与 PC 机交互，软件平台主

要基于 CCS5.5 进行开发。FPGA 原型验证板结构框

图如图 5所示。

原型验证通信测试通过控制 DSP 将数据包填

充到 DDR3 中，配置例化的 CODEC 核从 DDR3

中读取数据包并拆包组帧发送出去，数据帧经由光

纤传输被另一个 CODEC 核接收解析组包，接收

数据包与发送数据包进行比对判断数据传输的有效

性。

原型验证实现了寄存器读写访问、接口测试、中

断、广播接口和大数据测试验证。针对 38 个典型验

证点设置了 236 个验证用例，验证结果显示 CODEC

核功能正确。

任永杰 等：SpaceFibre接口IP核的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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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PGA 原型验证结构框图

Fig.5 Structure block diagram of FPGA prototype verification 

board

3 CODEC 核评估

CODEC 核评估可以从多个方面开展，资源占

用是一个重要指标。CODEC 核的资源占用可以通过

FPGA 设计实现进行评估。

CODEC 核在 FPGA 平台进行实现，资源开销

主要包括逻辑单元、寄存器单元和存储单元。逻辑

单元 LUT 和寄存器单元规模取决于 CODEC 内部逻

辑复杂程度，存储单元包含数据包缓存区和协议内

部缓存。每个 VC 对应独立可配置的包缓存区，缓

存区大小取决于网络中传递数据包的大小。协议内

部存储包含帧发送缓存、帧重传缓存和帧接收缓存

等。

VC 个数对 CODEC 核很大影响，除了 VC 个

数会影响包存储空间大小外，VC 个数还会影响

MAC 的发送仲裁逻辑。MAC 的发送仲裁逻辑包含

优先级、带宽预留和时隙调度算法。VC 个数不大于

2 时，仅存在优先级逻辑。当实现包含 1 个 VC 的

CODEC 核时，整个 MAC 不存在调度仲裁，逻辑较

为简单。当实现包含 2 个 VC 的 CODEC 时，整个

MAC 仅存在优先级为 2 的调度仲裁。当实现包含 4

个及更多 CODEC 时，优先级不少于 4，需要多种

仲裁机制。

基于Xilinx的Virtex-7系列XC7VX690T FPGA

器件进行多 VC 资源实现结果，实现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 1 实现不同VC个数的资源开销对比

Tab.1 Implementation resource overhead on VCs

VC个数 LUT DFF RAM

1 4213 2343 10

2 4515 2493 18

4 5217 2794 34

8 6628 3393 66

根据表 1 可知，随着 VC 个数的增加资源开销

增大。在 VC 大于 2 的情况下，VC 个数的增加导致

资源开销近似等差增加，可推断出每个 VC 引起的资

源开销约为逻辑单元 LUT350 个、寄存器 150 个和

RAM 块 8 个，其中 RAM 块的大小规格为 18kb。据

此可对包含多个 VC 的 CODEC 核的资源占用做出预

估。

表 2 对比了本设计与其他文献中单 VC资源开销

情况。由于数据包收发缓存区占用了大量的存储资源，

而其他 CODEC 核设计中不包含该逻辑，所以存储资

源开销大于其他设计。文献中单个 VC 资源开销的推

算方式与本文相同。

表 2 单 VC的资源开销对比

Tab.2 Implementation resource overhead of one VC

文献 实现平台 LUT DFF RAM（kb）

[1] Virtex5 700 400 72

[3] Virtex5 388 230 72

本文 Virtex7 350 150 144

对比分析表 2，本文提出的通过帧发送时间计数

表征带宽信用值的方法，具有单个 VC 资源开销小的

特点。

对比分析 CODEC 核（4 个 VC，通讯速率为

3.125Gbps）资源开销如表 3所示。

表 3 CODEC（4 VC@3.125Gbps）的资源开销对比

Tab.3 Implementation resource overhead of CODEC（4 

VCs@3.125Gbps）

文献 实现平台 LUT 寄存器 存储 kb

[1] Virtex5 5037 3003 576

[9] RTG4 3967 7219 4409

[10] Spartan6 6219 5492 28

本文 Virtex7 5217 2794 612

本文CODEC核实现了网络层数据包组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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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较其他文献中复杂，逻辑单元开销稍多，但寄存

器单元少于其他现有设计。

在星载抗辐照应用中，除使用抗辐照加固的

FPGA 的方法外，还可以使用寄存器三模的方法进行

辐照加固，这样的情况下资源开销将进一步增加。

4 ASIC 实现

本文设计已在 SpFi 控制器电路和 SpFi 交换器电

路中得到集成验证。LC7511集成 2通道的SpFi接口，

采用 65nm CMOS工艺实现，能够实现 SpFi 总线数

据收发功能。LC7510 是集成 4 通道的 SpFi 接口和 4

路 SpW接口的交换器电路，采用 65nm CMOS工艺

实现，能够实现SpFi和 SpW数据包的路由转发功能。

将 LC7511 电路和 LC7510 电路与 SpW 节点进

行组网验证，LC7511 分别与 LC7510 的 4 个 SpFi 接

口通过光纤连接，SpW 节点与 LC7510 的 4 个 SpW

接口通过 LVDS线缆连接。验证结果显示数据网络通

信正常，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电路实物组网连接图如

6所示。

 

图 6 组网验证实景图

Fig.6 Networking test

本文的CODEC核经过多场景应用显示了其成熟

性和可靠性。

5 结论

本文设计实现了符合 SpFi 协议的 CODEC 核，

可以应用于星载 Gbps 数据传输。本文对混合 QoS 机

制中带宽信用的计算过程进行优化，提出了一种通过

帧发送时间表征带宽信用值的方法，具有简单易于实

现的优点。基于 FPGA 平台对 CODEC 核进行了资

源开销评估，分析对比了多个VC对资源开销的影响，

资源占用方面优于现有设计。对 CODEC 核进行了

DFV验证和 FPGA原型验证，并在 SpFi 控制器和交

换器电路中进行了流片验证，应用结果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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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用 FPGA 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数分频器
设计研究

单程奕，陈 雷，孙华波，伊经伟，孙 雷

(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可配置分数分频器，结构简单，功耗低，包含多个可配置模块，灵活性高。该分数分频器应用于国产

BQR7V 系列宇航用 FPGA 芯片中的MMCM（Mixed-mode Clock Manager）中，基于 28nm CMOS 标准流片。经过仿真验证，该可配

置分数分配器功能正确，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实现分数分频，对我国宇航用 FPGA 的自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MMCM；可配置；分数分频器

中图分类号：TN47      文献标识码：A  

        

Design and Research of a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Frequency Divider of the Mixed-
mode Clock Manager of FPGA for Space Application

Shan Chengyi, Chen Lei, Sun Huabo, Yi Jingwei, Sun Lei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frequency divider with simple structure and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including a plurality of configurable modules with high flexibility. The fractional frequency divider is used in the MMCM of the domestic 

BQR7V series FPGA chip for space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28nm CMOS standard process. Through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frequency divider is correct, and it can realize the corresponding fractional frequency according to the user’s 

needs, which improving the flexibility of MMCM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electronic device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MMCM;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frequency divider

0 引言

在当前最先进的 FPGA 之中，时钟管理模块已

经成为了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

因。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FPGA 的应用场景愈加

复杂，这对于 FPGA 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最新的 FPGA 上的 IP 核的数量不断增加，各个 IP

核之间不同的时钟频率对于驱动的时钟模块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1-3]。其次，目前最新的 FPGA 已经进入了

纳米级，7nm 的产品已经进入市场，制程的不断进

步使得 FPGA 的集成度有了巨大的提高，上亿的晶

体管数量使得时钟的相位差、延时和抖动的影响愈加

显著，传统的调整时钟延时的方法，比如时钟树和缓

冲器等等，已经难以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无法提供

高质量的时钟来满足需求，所以需要专用的时钟管理

模块来产生所需要的时钟并将其有效地传输到 FPGA

的其他资源中 [4-6]。

目前 FPGA 中常用的时钟管理模块主要包括

DCM（Digital Clock Manager）、PLL（Phase 

Locked Loop）[7-9] 等，为了更加好地满足 FPGA 的

使用需求，在新一代的BQR7V 系列宇航用 FPGA 芯

片中加入了MMCM。

MMCM 在 PLL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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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优点：首先，MMCM 加入了相移，分数分

频和扩频等功能，使得输出时钟更加灵活；其次，

MMCM 具有可配置能力，其各个时钟属性均可以实

现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灵活性高；最后，作

为 FPGA 的嵌入式时钟管理单元，MMCM 的测试

验证很方便，可以充分利用 FPGA 上的各种时钟资

源来完成测试，比如通过 FPGA 的 IO 接口输入的外

部时钟，或者 FPGA 内部的锁相环，延迟锁定环等

时钟模块产生的时钟，从而更加充分地覆盖各种测

试情况。

MMCM 中采用了全新结构的可配置数字分频

器，通过加法、减法计数器和简单的控制逻辑实现分

数分频，克服了传统的 Σ-Δ调制设计的分数分频器

分频值单一，面积大的缺点。

1 MMCM 整体结构

本文设计的 MMCM 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

由鉴频鉴相器（PFD）、电荷泵（CP）、环路滤波器（LF）、

压控振荡器（VCO）、输入分频器 D、反馈分频器

M 和输出分频器组O0～ O5 组成。

MMCM 的输入时钟频率fclkin，与输出信号频率

fclkout 的关系由以下式子给出：

 

其中D，M，O 分别为输入分频器、反馈分频器

和输出分频器的分频比。在本论文设计的 MMCM 中

反馈分频器M与输出分频器中的O0采用了可配置分

数分频器的结构，使输出信号频率更加灵活，提高了

MMCM 的精度。

2 可配置数字分频器整体结构

在电路设计中，通常采用分频器从一个高频率输

入时钟产生另一个低频率输出时钟，以满足电路中不

同单元对时钟的频率要求。分频器一般分为整数分频

器和分数分频器。整数分频器一般通过计数器实现，

结构简单，较容易实现。

传统的分数分频器通常采用 Σ-Δ调制控制整数

分频，使整数分频的平均值达到分数分频目标，从而

实现分数分频功能，其基本原理如图 2 所示。但采用

Σ-Δ调制设计的分数分频器电路结构较为复杂，所

需电路面积和功耗较大，分频值唯一，且需要考虑量

化噪声的抑制。

 

图 2 Σ-Δ调制器原理图

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Σ-Δ modulator

单程奕 等：宇航用FPGA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数分频器设计研究

图 1 MMCM 结构图

Fig.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M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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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 Σ-Δ调制设计的分数分频器的不足，

本文提出一种可配置分数分频器，采用了加法、减法

计数器和简单的控制逻辑实现分数分频，工作原理为

接收L 个输入时钟CLKMP，通过配置信号控制输出

时钟边沿翻转时刻和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产生所需频

率的输出时钟CLKOUT；CLKMP 需满足频率相同

相位相差 360°/L 的要求。该结构的优势在于可以通

过可配置控制信号配置分数分频值，提升了分数分频

器的通用性和灵活性，电路复杂度低，减小了电路所

需面积和功耗，更好地适应 FPGA 的应用需求，并

且与 FPGA 相配合，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实现动态可

重构，能够广泛地应用于可编程逻辑、可重构电路的

设计中。

本文所设计的 MMCM 中所使用的可配置分

数分频器结果如图 3 所示，主要包括上升沿参考时

钟选择电路、下降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低电平控

制电路、高电平控制电路、状态选择电路和输出电

路。其主要输入信号有输入时钟CLKMP、低电平

初始计数值PROG_LOW[N:0]、高电平初始计数

值PROG_HIGH[N:0]、配置输入信号PROG_SEL_

R[M:0]、PROG_FRAC[M:0]、PROG_CTRL_R、

PROG_CTRL_F、PROG_SEL_F[M:0] 和 PROG_

图 3 可配置数字分频器结构图

Fig.3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configurable digital divider 

表 1 分频器配置信息表

Tab.1 Table of divider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 奇数 偶数

F

PROG_CTRL_R 1            1             0 0            0             1

PROG_CTRL_F 1            0             0 0            1             1

PROG_SEL_R[M:0] 0 0

PROG_SEL_F[M:0]

PROG_FRAC[M:0]

PROG_LOW[N:0]

PROG_HIGH[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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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M:0]，其中输入时钟CLKMP 直接来自于

MMCM 的 VCO产生的多相位时钟。 

可配置分数分频器主要工作流程为在状态控

制电路的控制下，上升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和下降

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根据配置信号的不同，在L 个

CLKMP 中选择其中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内部时钟

信 号 RISE_CLK 和 FALL_CLK，RISE_CLK 和

FALL_CLK 分别传输到低电平控制电路、高电平控

制电路以及状态选择电路，用作CLKOUT 上升沿翻

转时刻和下降沿翻转时刻的参考时钟。

定义分数分频值为 I.F，其中 I 为分频值的

整数部分、F 为分频值的分数部分。所述可配置

分 数 分 频 器 接 收L（L ≥ 4） 相 时 钟CLKMP，

通 过 配 置 信 号 PROG_CTRL_R、PROG_CTRL_

F、PROG_SEL_R[M:0]、PROG_SEL_F [M:0]、

PROG_FRAC[M:0]、PROG_LOW[N:0]、PROG_

HIGH[N:0] 控制输出时钟边沿翻转时刻和高低

电平持续时间实现分频功能，产生分频输出信号

CLKOUT。配置信号的取值如表 1 所示，其中，

 ，  ，“ ”表示向下取整，

“ ”表示向上取整。L 相时钟CLKMP 需满足频

率相同相位相差 360°/L 的要求，在 MMCM 中来

源于压控振荡器输出的多相位时钟。L 值决定了可配

置分数分频器的分频值精度。定义分频值精度为P，

P=1/L。

3 上升 /下降沿参考时钟

分数分频器中使用的上升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

和下降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采用相同的电路结构，如

图 4 所示。主要包括多路选择器与加法器，输入信

号为时钟输入信号CLKIN、配置输入信号PROG_

SEL[M:0]、PROG_FRAC[M:0] 和 内 部 控 制 信 号

WAIT，输出信号为CLKOUT。通过配置输入信号

PROG_SEL[M:0] 和内部控制信号WAIT 的控制，从

L 个CLKIN 中选择其中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内部时

钟信号CLKOUT。CLKOUT 传输到控制电路和状

态选择电路，用作分频器输出时钟上升沿与下降沿翻

转时刻的参考时钟。

 

图 4 上升沿 /下降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

Fig.4 Selection circuit for rising/falling edge reference clock

上升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和下降沿参考时钟在

实际使用中的信号与结构示意图中的信号对应情况如

表 2所示。

表 2 上升沿 /下降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信号对照表

Tab.2 Signal comparison table of selection circuit for rising/

falling edge reference clock

结构示意图
上升沿参考时钟

选择电路
下降沿参考时钟

CLKIN CLKMP CLKMP

PROG_SEL
[M:0]

PROG_SEL_R
[M:0]

PROG_SEL_F
[M:0]

PROG_FRAC
[M:0]

PROG_FRAC
[M:0]

PROG_FRAC
[M:0]

WAIT RISE_WAIT FALL_WAIT

CLKOUT RISE_CLK FALL_CLK

其中配置信号PROG_SEL[M:0] 规定了加法器的

输出信号SEL[M:0] 的初始值，在使能信号WAIT 跳变

为高电平后加法器会在时钟信号CLKOUT 的上升沿进

行累加计数，使输出信号PROG_SEL[M:0] 不断增大，

即 SEL[M:0]=PROG_SEL[M:0]+PROG_FRAC[M:0]。

多路选择器根据SEL[M:0] 的值选择相应相位的

CLKIN 输出到CLKOUT。

4 低电平 /高电平控制电路

MMCM 中低电平控制电路和高电平控制电路结

构相同，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5 所示，主要包括延迟

电路、加载电路、减法电路以及检测电路这四个部

分，控制信号为配置输入信号PROG[N:0]、内部控

制信号WAIT 和内部时钟信号CLKIN，输出信号为

DIV。

单程奕 等：宇航用FPGA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数分频器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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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 /低电平控制电路

Fig.5 Control circuit for high and low level

低电平控制电路和高电平控制电路的信号与结

构示意图中的信号对应关系如所表 3示。

表 3 高 /低电平控制电路信号对照表

Tab.3 Signal comparison table of control circuit for high 

and low level

结构示意图 低电平控制电路 高电平控制电路

PROG[N:0] PROG_LOW[N:0] PROG_HIGH[N:0]

WAIT RISE_WAIT FALL_WAIT

CLKIN RISE_CLK FALL_CLK

WAIT_DL RISE_WAIT_DL FALL_WAIT_DL

INIT LOW_INIT[N:0] HIGH_INIT[N:0]

CNT LOW_CNT[N:0] HIGH_CNT[N:0]

DIV DIVR DIVF

当WAIT 为高电平时，电平控制电路准备计数

器初始计数值PROG[N:0]；当WAIT 为低电平时，

在CLKIN 的每个上升沿，电平控制电路执行低电平

计数值减 1，直到减到 0 为止。当减法计数器的计数

值为 0 时，电平控制电路计数指示信号DIVR 同步输

出半个CLKIN 时钟周期宽度的高电平脉冲。

延迟电路由输入信号WAIT、CLKIN 控制，输

出内部信号WAIT_DL。当输入信号WAIT 从低电

平切换到高电平时，输出信号WAIT_DL 立即从低电

平切换到高电平；当WAIT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时，

输出信号WAIT_DL 在遇到输入时钟CLKIN 的上升

沿后才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

加载电路由输入信号PROG[N:0]、内部信

号WAIT_DL 控 制， 输 出 内 部 信 号 INIT[N:0]。

当内部信号WAIT_DL 为高电平时，加载电路将

PROG[N:0] 传输到 INIT[N:0]，对减法计数器赋初

值；当内部信号WAIT_DL 为低电平时，内部信号

INIT[N:0] 输出为 0。

减法计数器由内部信号INIT[N:0]、WAIT_DL、输

入信号CLKIN 控制，输出信号为CNT[N:0]。当内

部信号WAIT_DL 为高电平时，输出信号CNT[N:0]

为 0；当内部信号WAIT_DL 为低电平时，减法计数

器从初始值INIT[N:0] 开始在输入时钟CLKIN 的上

升沿每次执行减 1计数，直到减到 0为止。

检测电路由内部信号CNT[N:0]、WAIT_DL、

输入时钟CLKIN 控制，输出信号为DIV。当内部信

号WAIT_DL 为高电平时，输出信号DIV 跳变为低

电平；当内部信号WAIT 为低电平时，检测电路对

CNT[N:0] 进行检测，若CNT[N:0] 为 0，DIV 输出

半个CLKIN 时钟周期宽度的高电平脉冲，否则DIV

持续输出低电平。

5 状态选择电路

MMCM 中可配置分数分频器结构如图 6 状态选

择电路所示。 

输入信号为PROG_CTRL_F、PROG_CTRL_

R 与内部信号RISE_CLK、FALL_CLK、DIVR、

DIVF，输出信号为RISE_WAIT、FALL_WAIT。

初始化电路将输出信号RISE_WAIT 和FALL_

WAIT 初始化为高电平，并在可配置分数分频器开始

工作时，控制RISE_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

可配置分数分频开始工作后，根据PROG_CTRL_R

和PROG_CTRL_F 的不同，RISE_WAIT 和FALL_

WAIT 在DIVR 和DIVF 的边沿进行电平切换，从而

实现对可配置分数分频器工作状态的控制。

当PROG_CTRL_R=0 时，在DIVR 上升沿，

FALL_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在DIVR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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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沿，RISE_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当

PROG_CTRL_R=1 时， 在 DIVR 下 降 沿，RISE_

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FALL_WAIT 从高

电平切换到低电平。当PROG_CTRL_F=0 时，在

DIVF 上升沿，RISE_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

在DIVF 下降沿，FALL_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

电平。当PROG_CTRL_F=1 时，在DIVF 下降沿，

RISE_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FALL_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

6 输出电路

输出电路的结构如图 7所示。输出电路接收内部

控制信号DIVR、DIVF。通过DIVR 和DIVF 的触

发控制CLKOUT 的翻转，从而实现分频功能。

 

图 7 输出电路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output circuit

当 DIVR 为 高 电 平、DIVF 为 低 电 平 时，

CLKOUT 由低电平转到高电平；当DIVR 为低电平、

DIVF 为高电平时，CLKOUT 由高电平转到低电平；

当DIVR 和DIVF 均为低电平时，CLKOUT 输出保

持不变。从而实现正确的分数分频功能。

7 流程分析

以八相时钟 5.375 分频为例进行分析，波形图如

图 8 所示。由前文所述可知，八相时钟分频值精度 P

为 0.125，分频值为 5.375 时满足分频值精度要求，

CLKMP 时钟个数L 为 8且相位相差 45°，分频值整

数部分I 为 5，分频值分数部分F 为 375。M 为 2，N

不小于 1，各配置信号赋值情况为：PROG_CTRL_

R 为 0，PROG_CTRL_F 为 0，PROG_SEL_R 为 0，

PROG_SEL_F 为 5，PROG_FRAC 为 3，PROG_

LOW 为 2，PROG_HIGH 为 2。8 个 CLKMP 时 钟

分别为CLKMP0（相位为 0°）、CLKMP1（相位为

45°）、CLKMP2（相位为 90°）、CLKMP3（相

位为135°）、CLKMP4（相位为180°）、CLKMP5（相

位为 225°）、CLKMP6（相位为 270°）、CLKMP7

（相位为 315°）。 

在时刻 0 之前，可配置分数分频器处于初始

状态。各配置信号按相应值完成配置，CLKMP 正

常 输 出 八 相 时 钟，RISE_WAIT、FALL_WAIT、

RISE_WAIT_DL、FALL_WAIT_DL 输 出 高 电

平，DIVR、DIVF、CLKOUT 输出低电平，RISE_

SEL 为PROG_SEL_R（取值为 0），FALL_SEL 为

PROG_SEL_F（取值为 5），LOW_INIT 为PROG_

LOW（取值为2），HIGH_INIT 为PROG_HIGH（取

值为 2），LOW_CNT 为 0，HIGH_CNT 为 0。

在时刻 0，可配置分数分频器开始工作。RISE_

 图 6 状态选择电路

Fig.6 State selection circuit 

单程奕 等：宇航用FPGA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数分频器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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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

在时刻 1，受RISE_WAIT 控制，所述低电平控

制电路中延迟电路的输出RISE_WAIT_DL 在RISE_

CLK 的上升沿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受RISE_

WAIT_DL 控制，所述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加载电路输

出LOW_INIT 为 0，所述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

数器输出LOW_CNT 从 2开始执行减一计数。

在时刻 2，所述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数器

计数输出LOW_CNT 为 0；所述低电平控制电路中

检测电路检测到LOW_CNT 为 0 时，输出DIVR 输

出半个RISE_CLK 时钟周期宽度的高电平脉冲；

DIVR 由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时，状态选择电路的输

出FALL_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输出电路

的输出CLKOUT 由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

在时刻 3，DIVR 输出高电平脉冲的过程完成，

由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状态选择电路的输出RISE_

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受RISE_WAIT 控制，

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延迟电路输出RISE_WAIT_DL 从

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受RISE_WAIT_DL 控制，低

电平控制电路中加载电路输出LOW_INIT 为 2。

在时刻 4，受FALL_WAIT 控制，在FALL_

CLK 上升沿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延迟电路输出FALL_

WAIT_DL 从 高 电 平 切 换 到 低 电 平。 受FALL_

WAIT_DL 控制，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加载电路输出

HIGH_INIT 为 0，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数器输

出HIGH_CNT 从 2开始执行减一计数。

在时刻 5，受RISE_WAIT 控制，上升沿参考

时钟选择电路中加法器在RISE_CLK 上升沿完成

RISE_SEL = RISE_SEL + PROG_FRAC 操作，输

出RISE_SEL 为 5；上升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中多路

选择器选择CLKMP5 输出到RISE_CLK。

在时刻 6，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数器计数

输出HIGH_CNT 为 0；高电平控制电路中检测电路

检测到HIGH_CNT 为 0 时，输出DIVF 输出半个

FALL_CLK 时钟周期宽度的高电平脉冲；DIVF 由

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时，状态选择电路的输出RISE_

图 8 可配置分数分频器 5.375 分频波形图

Fig.8 5.375-division frequency waveform of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di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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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输出电路的输出

CLKOUT 由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

在时刻 7，DIVF 输出高电平脉冲的过程完

成，由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状态选择电路的

输出FALL_WAIT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受

FALL_WAIT 控制，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延迟电路输

出FALL_WAIT_DL 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受

FALL_WAIT_DL 控制，高电平控制电路中加载电路

输出HIGH_INIT 为 2。

在 时 刻 8， 受 RISE_WAIT 控 制， 在 RISE_

CLK 上升沿，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延迟电路输出

RISE_WAIT_DL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受RISE_

WAIT_DL 控制，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加载电路输出

LOW_INIT 为 0，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数器输出

LOW_CNT 从 2开始执行减一计数。

在时刻 9，受FALL_WAIT 控制，下降沿参考

时钟选择电路中加法器在FALL_CLK 上升沿完成

FALL_SEL = FALL_SEL + PROG_FRAC 操作，

输出FALL_SEL 为 0；下降沿参考时钟选择电路中

多路选择器选择CLKMP0 输出到FALL_CLK。

在时刻 10，低电平控制电路中减法计数器计数

输出LOW_CNT 为 0；低电平控制电路中检测电路

检测到LOW_CNT 为 0 时，输出DIVR 输出半个

RISE_CLK 时钟周期宽度的高电平脉冲；DIVR 由低

电平切换到高电平时，状态选择电路的输出FALL_

WAIT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输出电路的输出

CLKOUT 由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

至此，从时刻 2 到时刻 10 可配置分数分频器完

成一次 5.375 分频，并周期往复完成后续分频。

8 仿真结果

本文设计的 MMCM 基于 28nm CMOS 标准工

艺设计，电压为1.0V，MMCM整体版图如图9所示，

芯片尺寸为 0.220mm2。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可

以看到当压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 1.2GHz，分数分

频比设置为最大值 127.875，此时输出信号频率fclkout

应为 9.384MHz，实际仿真结果为 9.381MHz，分数

分频功能正确。

9 测试结果

本文设计的 MMCM 依托于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

所的“亿门级 FPGA 架构技术”项目，已基于 28nm

工艺 CMOS 工艺完成了流片并进行了板级测试，测

试芯片如图 11 所示。通过对 MMCM 进行所示的配

置表 4 后，测试结果如图 12 所示，输出时钟频率为

9.384MHz，符合指标要求。

图 9 MMCM 版图

Fig.9 Layout of MMCM

图 10 可配置分数分频器仿真

Fig.10 Simulation diagram of configurable fractional divider 

单程奕 等：宇航用FPGA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数分频器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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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测试样片

Fig.11 Photo of test chip

表 4 MMCM 配置条件

Tab.4 Configuration conditions of pll

测试内容
输入频率

/MHz
D分频比 M 分频比 O分频比

输出频率

/MHz

MMCM

分数分频
20 1 60 127.875 9.384

图 12 MMCM 输入与输出时钟对比

Fig.12 Comparison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clocks of 

MMCM

10 总结

本文设计了一款混合时钟管理单元的可配置分

数分频器，应用于宇航用 FPGA，采用 28nm CMOS

标准工艺完成设计。区别于传统的采用 Σ-Δ调制

控制分数分频器，本文采用了加法器、减法计数器

和简单的控制逻辑实现分数分频，从L 个输入时钟

CLKMP 中，通过配置信号控制输出时钟边沿翻转

时刻和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产生所需频率的输出时

钟CLKOUT，电路结构简单，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可

配置控制信号配置分数分频值，提升了分数分频器的

通用性和灵活性，电路复杂度低，减小了电路所需面

积和功耗，更好地适应FPGA 的应用需求，并且与

FPGA 相配合，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配置属性，能够广

泛地应用于可编程逻辑、可重构电路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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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的高速差分电路设计

甄淑琦，郭 琨，禹放斌，周 雷，贺 凯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应用于宽范围通用I/O接口（支持1.2V～3.3V的多种协议）的高速差分电路，可编程支持4种 2.5V的差分协议，

数据传输速率能达到1.25Gbps。文中主要对差分输入输出缓冲器、偏置信号产生模块以及 1.8V器件耐压的设计思路进行了介绍。高速差分电

路设计完成后，绘制了版图，并对电路进行了后仿真及回片后测试，结果表明其能功能正确，传输速率满足设计要求。

关键词：FPGA；宽范围通用 I/O；差分协议；可编程；高速

中图分类号：TN47      文献标识码：A 

A High-speed Differential Circuit for High-range I/O Interface

Zhen Shuqi, Guo Kun, Yu Fangbin, Zhou Lei, He Kai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high-speed differential circuit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range I/O interface (supports 

1.2V~3.3V voltage standards). The circuit can be programmed to support four differential standards, and its data transmission rate can reach 

1.25Gbps. In the article, the differential input/output buffer, bias signal generation module and design ideas of voltage withstand function are 

also introduced. After the differential circuit design is completed, the layout is drawn.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its 

function is correct and the transmission rate can reach the design value.

Key words: FPGA; high-range I/O; differential standards; programmable; high speed

0 引言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速处理器、多媒体

以及网络技术对信号的带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海量

的数据需要进行实时通讯。随着传输数据量不断膨胀，

传输的速度也在日益增加，高性能数据传输面临着很

多问题亟需解决。比如说常用的 CMOS 电路和 TTL

电路，考虑到其信号的特点和电路结构的制约，信号

在芯片外部的传输速度难以高于 200MHz，而随着集

成电路的不断发展，芯片内部速度提升的越来越快，

导致芯片内外的数据在传输速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成为影响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新

技术解决 I/O 接口内外速率差异的问题成为必然趋

势，低电压、低摆幅的差分协议为解决这一瓶颈问题

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工艺不断向前推进，更小的

特征尺寸让制造商能够在每颗芯片上集成更多单元，

芯片集成度已达到上百万门甚至上千万门，这使得半

定制的 FPGA 的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

同时，尺寸缩小意味着芯片的供电电压也相应的降低，

使得 FPGA 向着低功耗方向发展，其核心器件也在

速度上逐渐提升 [1]。而并行运算的特性使得 FPGA 更

多的被应用到了通信、数据采集、网络等对数据传输

速度和吞吐量有更高要求的场合。

目前国际先进 FPGA 产品主要由 Xilinx（被

AMD 收购）、Intel 推出，以 Xilinx 的 UltraScale+

系列 FPGA 为例，其采用 16nm FinFET 工艺，通

用 I/O最高支持 1.6Gbps 差分协议速率和 2666Mbps 

DDR4 DRAM。而目前国产民用 FPGA 通用 I/O 接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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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主要仍采用 3.3V 器件，量产产品的工艺水平集中

在 40nm，接口速率大多在 1Gbps 左右。

为了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要求，本文设计了一款

用于 FPGA、覆盖 1.2V ～ 3.3V 的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其中的高速差分电路，可编程支持不同类型的

低电压、低摆幅差分协议，用于满足用户在不同场合

下的应用需求。

1 整体电路结构

低电压、低摆幅差分协议的典型协议是 LVDS

协议（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它是

一种利用极低电压摆幅（350mV）的差分信号实

现点对点或多点之间远距离高速数据传输的接口技

术 [2]。与常用的单端协议LVTTL（电压摆幅3.3V）、

LVCMOS25（电压摆幅 2.5V）相比，功耗显著降

低。理论上，一个无衰耗的传输线上，LVDS 最高传

输速率可达到 1.923Gbps[3]，同时由于其利用低电压

摆幅的差分信号进行数据传输，具有很强的共模噪

声抑制能力和较小的电磁干扰，功耗也显著降低，

总的来说 LVDS 协议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通用性。

本文设计的高速差分电路支持的差分协议有 4 种，除

了 LVDS_25 还包括 MINI_LVDS_25[4]、PPDS_25 和

RSDS_25[5]，它们主要是在输出共模电压VOCM 和输

出差模电压VOD 上有所不同，具体如表 1 所示。实际

电路设计为节约电路面积，设计高速差分电路可以通

过配置码流控制偏置电压、输出摆幅等，来覆盖这 4

种协议。

表 1 4 种差分协议的输出电压

Tab.1 The output voltage of four differential standard

协议
电源电压

VCCO(V)
VOCM(V) VOD(V)

LVDS_25 2.5 1.25 0.35

MINI_LVDS_25 2.5 1.2 0.45

PPDS_25 2.5 0.95 0.25

RSDS_25 2.5 1.2 0.35

完整的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集成在一款 28nm

工艺的 FPGA 中，I/O 接口的整体工作状态是通过

配置 FPGA 内部的 SRAM 值来调整，从而实现可编

程特性。为满足低压高速应用需求，所有电路设计均

采用 1.8V 的器件，主要由宽范围输入输出缓冲器和

输入输出逻辑两大部分组成。其中输入输出缓冲器整

体电路结构图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输入缓冲器，输

出驱动，ESD 保护模块 [6]，耐压信号产生模块，单端

转差分模块，差分偏置信号产生模块等。本文将对支

持差分协议的高速差分电路进行介绍。

 

图 1 宽范围输入输出缓冲器整体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verall high-range I/O 

buffer structure

2 高速差分电路结构

2.1 差分协议输入缓冲器

2.5V 的差分协议使用的输入缓冲器采用两级的

设计，如图 2所示。

 

图 2 全差分输入缓冲器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fferential input buffer

第一级为共模输入级，能够满足大范围的输入

共模电压需求，可以适应不同差分协议。由于互补的

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能有效的扩大共模输入的范围，

在本设计中考虑使用自偏压互补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

器作为输入缓冲器的第一级，如图 3 所示，这样的设

计使得电路正常工作不需要额外的偏置电路，同时作



91

—— 研究论坛 ——

为负载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电流镜能够在较低电源电压

下工作，并且有宽摆幅，能有效利用电源电压。其中

VCCAUX 电源是电路中引入的 1.8V 辅助电源，其

输入是一对差分信号VP 和 VN。

 
 

图 3 自偏压互补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

Fig.3 Self-biased complementary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

第二级为增益放大级，如图4所示，主要提供高

增益，实现高速比较器的功能，同时完成电平转换 [7]。

其输出一对差分信号 VOUT 和 VOUTb，输入到

FPGA 内部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和逻辑运算。

 

图 4 第二级增益放大级电路

Fig.4 Second-stage gain amplifier circuit

2.2 差分协议输出缓冲器

全差分输出缓冲器设计为一个电流模式的驱动

器，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5 所示。PAD1 和 PAD2 为

输出端，使用时在这两个输出端之间接入 100Ω 的

终端电阻。其中 BIAS_UP、BIAS_DN 分别为主要

的偏置信号，BIAS_DN 决定输出驱动电路的工作电

流，BIAS_UP 决定输出共模工作点。NK_LVDS1

和 NK_LVDS2 是一对 0 ～ 1.8V 的差分信号，PK_

LVDS1 和 PK_LVDS2 是一对 0～ 2.5V 的差分信号，

它们都是从内部信号经过逻辑运算、电平转换等完成

了单端转差分。这四个信号从栅端输入到四个开关管，

PK_LVDS1 和 NK_LVDS2 同 时 有 效，PK_LVDS2

和 NK_LVDS1 同时有效，在差分输入信号的控制下

开关管轮流导通和断开，让电流在两个输出端之间来

回流动，形成所需的差分信号输出 [8]。在实际电路中，

VOL_LVDS、CTRL_LVDS 信号分别控制两组并联

的NMOS管的栅极，由于MOS管的尺寸大小直接和

电流成正比，因此通过控制信号控制阵列中 NMOS

管的开关状态，可以达到调节输出驱动强度的目的。

 

图 5 全差分输出缓冲器结构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fferential output buffer

2.3 单端转差分模块

单端转差分模块是输出驱动的前级电路，其结

构如图 6 所示，主要是将来自 FPGA 内部的单端的

信号转为差分信号。CTRL1、CTRL2 是两个由配置

SRAM 产生的控制信号。来自 FPGA 内部的数据经

过电平转换、逻辑变换等操作先得到一对 NK_LVDS

信号；另一对 PK_LVDS 信号是通过 PK_LVDS 产生

模块产生的。

甄淑琦 等：一种应用于宽范围通用I/O接口的高速差分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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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块还包含一个耐压信号 ANA1，是实现

耐压的关键信号，值为 VCCO-1.8V，是通过 1.2V

基准电压，再利用电流镜和电阻网络产生的，如图 7

所示。这样的设计使得在输出驱动中直接与 VCCO

电源相连的PMOS管的VDS 和VGS 都不会超过 1.8V，

起到耐压保护的作用。

 

图 7 2.5V 耐压信号ANA1 产生模块

Fig.7 2.5V-tolerance control signal ANA1 generation module

2.4 差分输出偏置信号的产生

差分输出驱动需要在合适的偏置电压下工作，而

各种差分协议的输出共模电压、差模电压各不相同，

如表 1 所示，因此为了使电路在不同电压协议下工作

时，都能得到精确的输出信号，需要专门设计偏置电

路为输出驱动模块产生正确偏置 [9]。输出驱动的主要

偏置信号是 BIAS_DN、BIAS_UP，设计的主要思路

是，让 BIAS_DN 控制的 NMOS 管作为尾电流源为

整个输出驱动电路供电，当电路中电流确定时，对于

使用 BIAS_UP 作为栅极控制信号的 PMOS管而言，

可以通过调节VGS 来改变 MOS 管的VDS 压降，起到

调节电路共模输出点的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在设计偏置电路时首先考虑复制

一个与输出驱动电路相同的电路结构，即为图 8 中右

侧部分，左侧为差分输出驱动电路。通过这种设计方

式，可以不影响输出驱动的正常工作，而得到正确的

偏置电压。由于 BIAS_DN 决定工作电流，它是由一

个可调基准电压通过电阻网络产生正确的电流后，通

过电流镜镜像到 BIAS_DN，这个电流在输出端之间

图 6 单端转差分模块结构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single-ended to differential-ended module 

图 8 偏置信号产生模块

Fig.8 Bias signal genera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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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电阻上产生压降，最终决定了输出差模电压。

为了产生正确的 BIAS_UP，在复制的输出驱动电路

中，在输出端之间连接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R，这样

可以使电阻上几乎没有电流流过，而得到电路的共模

工作点，共模电压再和一个可调共模电压同时输入到

一个运放中，运放的输出端控制 BIAS_UP_copy 晶

体管的栅极，根据运放的反馈特性及其合适的增益，

最终得到正确的 BIAS_UP 偏置信号连接到原本的输

出驱动中。

3 仿真结果

本文宽范围输入输出缓冲器的高速差分电路集

成在一款 28nm 工艺的 FPGA 中，I/O接口的整体顶

层版图如图 9所示：

 

图 9 宽范围输入输出缓冲器顶层版图

Fig.9 The top-level layout of the overall I/O buffer

在后仿真中，为同时测试高速差分电路的收发

功能，调用两个输入输出缓冲器模块，记做 A、B，

将 A 作为输出缓冲器，而 B 作为输入缓冲器进行

通信。将周期性的随机信号输入到 A 的数据输入

端口，在实际应用中该数据来源于 FPGA 内部，

在 A 的 PAD 端口得到经输入输出缓冲器转换后的

信号，再将此信号输入到 B 模块的 PAD 端口，最

后在 B 的数据输出端口得到恢复原样的随机数信

号，如图 10 所示，图 11 中眼图表明电路的收发功

能正确。

 

图 10 瞬态仿真结果

Fig.10 Transient simulation results

 

图 11 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眼图

Fig.11 Eye diagram of input and output signals

机台测试 4种差分协议的直流参数值正确，在板

级测试中，以 LVDS_25 协议为例，图 12 为在常温常

压条件下，tt 工艺角，在 1.25Gbps 的数据速率下，

在 A 模块的 PAD 端得到的信号眼图。可以看到眼图

质量较好，对其他协议的测试结果与此类似，表明电

路设计可以达到 1.25Gbps 的速率。

 

图 12 1.25Gbps 速率下 PAD 上的眼图

Fig.12 Eye diagram at output PAD at 1.25Gbps

4 测试结果

本文研制的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作为北京微电

子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纳米工艺高可靠 FPGA 芯片重

要模块，采用 28nm工艺已经成功流片，样片如图 13

所示。

 

图 13 28nm 工艺 FPGA 样片

Fig.13 28nm FPGA developed by BMTI

实际测试中，通过测试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

在 LVDS_25 协议下的传输速率，来表征高速差分

电路的功能及性能。图 14 给出了常温常压条件下，

甄淑琦 等：一种应用于宽范围通用I/O接口的高速差分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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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PGA 内部逻辑生成 PRBS23 伪随机序列，使用

LVDS_25 协议实现 1.5Gbps 数据率时的输出眼图，

眼宽为 489.92ps，眼高为 398.57mV，输出摆幅满足

设计指标，采样窗口可以进行采样。测试结果表明，

在恶劣条件下，高速差分电路可以达到 1.25Gbps 的

速率要求。而图 15给出了与收发仿真原理相同的收发

测试波形，框出的输入输出数据相同，收发功能正确。

 

图 14 1.5Gbps 速率下高速差分电路输出眼图

Fig.14 Eye diagram of differential circuit, tested at 1.5Gbps

 

图 15 1.5Gbps 数据率时的收发测试波形

Fig.15 Transmit-receive test waveform at 1.5Gbps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应用于宽范围通用 I/O 接口的

高速差分电路，可编程支持 4 种差分协议，其中宽范

围通用 I/O接口集成在一款28nm工艺的FPGA中，

目前已经完成了电路设计、版图设计后仿真以及流片

后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在 2.5V 电压下，1.8V 器件

未损坏可以正常工作，电路收发功能正确，在不同协

议下的传输速率也能达到 1.25Gbps。本设计对解决

低内核电压 FPGA 与外部系统通信这一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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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传感系统场景中机载计算机处理器性能需求仿真

汪文元，金 玮，孙 力

（北京国鼎源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

摘　要 : 无人机传感系统在多个领域中广泛应用，如何为机载计算机选择合适的处理器是无人机设计时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本文介绍

了一种利用电子系统级建模与仿真工具VisualSim建立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场景模型，仿真分析机载计算机使用不同数量和不同工作频率处

理器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得到处理器量化性能指标，从而支持处理器选型的方法。

关键词：无人机传感系统；机载计算机；处理器；性能仿真；选型

中图分类号：N945.15      文献标识码：A 

Simulation of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On-board Computer Processors in UAV 
Sensing System Scenarios

Wang Wenyuan, Jin Wei, Sun Li
（Beijing i-Innovat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UAV sensing systems are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How to choose a suitable processor for the on-board computer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must be answered in the design of UAV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electronic system-leve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VisualSim. Using this method, an application scenario model of the UAV sens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n we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n system performance when the on-board computer uses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ors with different operating 

frequencies, obtain the quantize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processor, which results support the processor selection.

Key words:  UAV sensing systems; on-board computer; processor;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election

0 引言 

安装有传感器的无人机作为一种空中平台，与在

太空、地面、海面等其他位置上运行的单位协作，共

同组成无人机传感系统，实现对一定范围内空间的探

测工作。相比有人机等其他飞行器，无人机具有价格

便宜、使用便利、能进入不宜人类生存环境执行任务

等显著优点，受到国内外多家机构和组织的重视，在

多种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美国DARPA提出

了“自适应跨域杀伤网”（ACK）[1]和“马赛克战”[2,3]，

利用无人机传感系统实现战场侦查、目标识别、目标

打击、毁伤评估等功能；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提出了

基于着舰虚拟映像（VISUAL）的无人机自动着舰系

统[4]；美国陆军提出了空中通用传感器（ACS）[5]计划，

利用无人机传感系统为地面单位提供战场实时信息。

在民用领域，也利用无人机传感系统开展电力线巡检
[6,7]、安防检测[8]、环境监测[9]、农作物管理[10,11]等工作。

丰富的应用需求催生了大量携带有传感器的无

人机设计，然而在无人机机载计算机初始设计阶段，

准确评估处理器等核心元器件性能需求对系统整体的

影响往往比较困难，导致出现核心元器件选型不当这

一问题。该问题不但涉及到无人机机载计算机设计本

身，也涉及到地面、太空等其他协作单位，必须从无

人机传感系统整体角度进行充分分析，合理选取核心

元器件参数，才能保证机载计算机符合无人机传感系

统性能要求。

本文以机载计算机中处理器选型为例，利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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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级建模与仿真工具 VisualSim，建立了一个无人

机传感系统模型。利用该模型，仿真分析了处理器数

量和工作频率这两个典型参数对无人机传感系统性能

的影响，实现基于系统应用场景的量化性能指标 , 支

持无人机机载计算机核心元器件选型。

1 建模与仿真方法

国际系统工程协会（INCOSE）、NASA 等机

构对各种工程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提出了基于模型

的系统工程（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MBSE）[12,13]。MBSE 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利用计算机

可以理解的“语言”对目标工程进行系统性描述、

模拟系统运行过程和结果，使得参与工程研制的各

方可以对工程目标、进度、变更、参数等内容达成

无歧义的一致理解，以推动工程项目在设计约束下

合理开展。

将 MBSE 思想应用复杂电子系统研制中，产

生了电子系统级设计（Electronic System Level，

ESL）[14] 思想。ESL 思想认为使用 Verilog、VHDL

等设计语言描述硬件寄存器和连线在每个时钟周期内

行为的设计方法过于细节并占用了大量仿真计算资

源，存在仿真速度慢、难以描述系统中软件行为等多

种问题，为此必须提高系统设计的描述抽象层次，从

行为的角度对系统进行建模和仿真，才能在有限算力

的约束条件下仿真复杂系统架构。

面向角色建模 [15] 和事务级建模 [16] 是 ESL 思想

的两种主要实现方式。面向角色建模起源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其主要思想是将建模对象分成角色和导

演两大类，不同角色模拟系统中不同组件的行为，导

演制定规则并控制各个角色间的互动。面向角色建模

方法主要特点之一是角色间只存在数据交互。当数据

到达一个角色时，触发这个角色的行为，产生一段新

数据，再交付给其他角色，触发其他角色行为。事务

级建模起源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其主要思想是从通

信和计算两个方面对目标系统进行行为分解，再分别

对计算行为和通信行为进行不同粒度的建模，以便在

仿真算力需求和仿真精度之间取得平衡。比如，在计

算行为上，细粒度建模可以是一个寄存器的运算，而

粗粒度建模可以是一组复杂公式的运算；在通信行为

上，细粒度建模可以是一个周期上的行为，而粗粒度

建模可以是多个周期内的行为。

本文同时使用面向角色建模和事务级建模两种

方法，将无人机传感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抽象成不同

的对象，确保各个对象间只存在数据交互，最大化降

低各对象之间的耦合度，以便模型维护和行为参数化。

同时，每个角色完成无人机传感系统中各组件的计算

行为，角色间的数据交互则依据无人机传感系统中各

组件间的通信时间特征进行设计。

2 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场景及机载计算机建模

2.1 应用场景概述

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场景及机载计算机以前述

美国等无人机传感系统项目特征为主要参考，包括

无人机、地面车辆和卫星三类组成。无人机作为多

种传感器的载具，负责对环境情况的探测，探测数

据直接或者通过卫星中继发放送给地面车辆；地面

车辆接收来自无人机或者卫星发来的数据，排除重

复数据后进行综合处理；卫星作为无人机和地面车

辆通信的中继单位，始终将从无人机接收到的数据

转发到地面。

2.2 顶层建模

顶层模型是对无人机传感系统的整体建模，包括

三架无人机、一颗中继卫星和三个地面车辆，如图 1

所示。系统模型总体采用层次化设计，每个模块内部

都建模了其数据处理过程。为了避免文章过于冗长，

后文会对无人机图像传感器建模进行较详细的介绍，

其他模型设计则介绍其中主要特点。

由于本文采用面向角色方法进行建模和仿真，因

此选用 VisualSim 中的 DigitalSimulator 作为运行本

模型的仿真器，以便模拟各模块中数字电路的行为。

系统中处理器工作频率等主要参数建模为可以调整的

变量，调整变量即可实现对不同组态下无人机机载计

算机及整体系统性能的分析。无人机传感系统的总体

性能为无人机传感器发出数据到地面车辆完成数据处

理后的总体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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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人机建模

每架无人机上搭载实时图像、蒙面目标检测、光

线探测 /测距、测量与特征情报，共四种传感器，各

个传感器同时工作，向无人机机载计算机发送传感数

据。机载计算机完成传感器数据处理后，通过无线数

据链路以广播形式发出。

无人机模型描述了四类传感器和机载计算机的

行为和性能，各部分采用层次化设计，如图 2 所示。

其中，四类传感器建模方法相似，仅数据不同，下文

仅以图像传感器为例说明建模方法。

 

图 2 无人机模型

Fig.2 UAV model

2.3.1 图像传感器建模

图像传感器模型用于模拟传感器周期性采集无

人机外部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无人机机载计算机的过

程，主要包括数据产生、链路延迟、重传三部分功能，

如图 3所示。

图 3 图形传感器模型

Fig.3 Graphics sensor model

基于面向角色的建模方法，数据产生部分由

Traffic 和 ExperssionList 两个角色组成，其中，

Traffic 按照预设的参数定时产生一个数据，这个数

据发送到 ExperssionList 后，触发其根据预设规则

产生随机数据。这个产生的数据用于模拟图像传感

器接收到并进行一定处理后的数据。Delay 角色接

收 ExperssionList 输出的数据，等待预设的时间后

将数据通过链路（OUT 角色）送入机载计算机，模

拟链路延迟。同时，Delay 角色也接收通过 MUX

汪文元 等：无人机传感系统场景中机载计算机处理器性能需求仿真

图 1 无人机传感系统顶层模型

Fig.1 Top model of UAV sens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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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发送来的重传数据，这个数据首先需要经由

ExperssionList2角色判断是否已经发送过。如果没有，

则ExperssionList2角色将其输入Delay角色；反之，

则不输出这个数据。

基于事务级建模方法，Traffic、ExperssionList

和 ExperssionList2 三个模块对图形传感器中的计算

行为进行了建模；Delay 模块对图形传感器中的通信

行为进行了建模。

综合使用面向角色建模和事务级建模两种方法，

实现了对无人机图像传感器的模拟，即：以一定时间

间隔，捕获外界图形数据，进行处理后发送到机载计

算机，同时对数据重发进行判断。 

2.3.2 机载计算机建模

机载计算机模型如图 4 所示，主要实现功能如

下：

（1）带 cache 的多处理器系统

这一部分主要模拟机载计算机中多个处理器对

输入数据的处理。对于多处理器系统采用一组 FIFO

建模。FIFO 个数模拟处理器数量，数据在 FIFO 中

停留的时间模拟处理器处理数据的时间，FIFO 利用

率模拟处理器利用率。对于 cache 部分性能模拟，当

数据从 FIFO 中弹出后，cache 随机延时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较长，模拟 cache 命中率较低情况，反之，

模拟 cache 命中率较高情况。

（2）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与多处理系统的建模方法类似，也采用

一个 FIFO 模拟对存储系统操作和时延。两者的主要

区别在于由于多处理器系统共享一套存储系统，因此

模拟存储系统的 FIFO 只需要一个，而不必像多处理

器系统一样采用多个 FIFO。

（3）RTOS

这一部分主要模拟 RTOS 对多处理器系统和存

储系统的调度。当传感器的数据到达机载计算机后，

触发 RTOS 对多处理器系统和存储系统的控制，确

保当前传感器数据被多处理器中某一个处理器所处

理，同时，这一处理器得到操作存储系统的权限。当

多处理器系统中的所有处理器都被占用时，RTOS 则

暂停对接收到的传感器数据调度，等待某个处理器空

闲后再将数据送入多处理器系统和存储系统。

2.4 地面车辆建模

地面车辆接收来自无人机广播发送和/或卫星转

发无人机的数据，排除掉来自不同平台的相同数据和时

图 4 机载计算机模型

Fig.4 On-board comput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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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先后顺序错误的数据之后，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建立

无人机发现目标的数据库。地面车辆建模如图5所示，

主要建模了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存在重复或错误，以

及当数据发生错误时，向无人机发出重传数据请求。在

这一模型中，采用延迟模块模拟地面车辆进行数据计算

时的延迟，用查找表模拟判断是否需要重传数据。  

2.5 卫星建模

卫星接收无人机发送的广播数据，如果是没有转

发过的数据，则向地面广播，如果由于多径等原因接

收到已经转发的数据，则删除掉该数据。卫星模型如

图 6 所示，利用查找表模拟判断是否存在重复发送的

数据，并利用延迟模块模拟卫星对数据包处理的时延。

当判断接收到数据包并非重复发送时，则将数据包向

地面车辆转发。 

3 无人机传感系统性能仿真及分析

3.1 仿真环境

本文所述无人机传感系统模型在VisualSim 2140

版本中完成设计和仿真，运行电脑主要配置为：处理

器AMD Ryzen7 5800U 3.2GHz、内存 16GB、硬盘

512GB。VisualSim完成一次仿真约需要 2.5s。

3.2 主要仿真参数

主要仿真参数分为固定和可变两类。其中，固定

参数约束了无人机传感系统的基本应用场景，包括仿

真时间（10s）、传感器生成数据量及频率（0.01s-0.02s

之间以均匀分布产生 40Byte-120Byte 之间的随

图 5 地面车辆模型

Fig.5 Ground vehicle model

图 6 卫星模型

Fig.6 Satellite model

汪文元 等：无人机传感系统场景中机载计算机处理器性能需求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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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据）、无人机和卫星与地面车辆的通信速率

（12000bps）、机载计算机多处理器系统 cache 延迟

时间（90μs-1000μs 之间随机）。可变参数包括多

处理器系统中处理器的数量和工作频率，通过改变这

两个参数观察对无人机传感器系统性能的影响，从而

得到机载计算机处理器选型的量化依据。

3.3 机载计算机多处理器系统仿真结果及分析

针对无人机机载计算机中多处理器系统的分

析，分别将机载多处理器系统的工作频率配置为

10MHz、50MHz、100MHz 和 500MHz，处理器数

量分别配置 1 个、2 个、4 个、6 个、8 个和 12 个，

仿真结果如图 7至图 10 所示。 

图 7 处理器工作在 10MHz 时，不同数量处理器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及处理器平均利用率

Fig.7 When the processor works at 10MHz,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ors on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of processors

图 8 处理器工作在 50MHz 时，不同数量处理器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及处理器平均利用率

Fig.8 When the processor works at 50MHz,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ors on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of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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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仿真结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处理器数

量和工作频率两个参数选择对无人机传感系统性能的

影响：

1）无人机传感系统传输延迟。首先，从增加处

理器数量的角度分析，在本文所设置的仿真场景中，

处理器分别工作在上述四个频率时，增加处理器数量

对提高无人机传感系统性能未见显著贡献。这是由于

使用一个处理器时虽然其利用率接近 100%（10MHz

时只使用 1 个处理器，其利用率为 96.07%），但依

旧能够满足系统需要。此时继续增加处理器数量，计

图 9 处理器工作在 100MHz 时，不同数量处理器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及处理器平均利用率

Fig.9 When the processor works at 100MHz,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ors on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of processors

图 10 处理器工作在 500MHz 时，不同数量处理器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及处理器平均利用率

Fig.10 When the processor works at 500MHz,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processors on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verage utilization of processors

汪文元 等：无人机传感系统场景中机载计算机处理器性能需求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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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任务会均摊到每个处理器上，降低了每个处理器的

平均使用率（10MHz 时使用 12 个处理器并行处理，

每个处理器的利用率为 7.857%），几乎不会提升

处理性能。其次，从提升处理器工作频率的角度分

析，当机载多处理器系统工作在 10MHz 时，无人

机传感系统平均延迟在 0.28s 左右。当工作频率提

升到 50MHz、100MHz 和 500MHz 时，系统的平

均延迟稳定在 0.025 秒左右，性能提升了约 10 倍。

但这种性能提高仅发生在处理器工作频率从 10MHz

提升到 50MHz 时，50MHz 之后继续提升处理器

工作频率则不再提升无人机传感系统性能，说明比

50MHz 更快的处理器对提升系统性能并无显著贡

献。

2）无人机传感系统传输稳定性。当多处理器

系统工作在 10MHz 时，无人机传感系统最大延迟

与平均延迟存在较大偏差，说明系统的稳定性有待

提高。当多处理器系统工作在 50MHz、100MHz 和

500MHz 时，无人机传感系统最大延迟、最小延迟、

平均延迟三者数值接近，说明提升处理器工作频率有

助于提高无人机传感系统的稳定性。

3）机载多处理器系统剩余计算能力。无论是提

高处理器数量，还是提高处理器的工作频率，都可以

观察到处理器平均利用率与处理器数量和工作频率成

反比，说明在处理器数量增加、工作频率增高后，可

以提升机载计算机完成传感器数据处理和转发之外的

剩余计算能力。这些剩余计算能力为无人机执行更多

其他任务提供可能。

综上所述，在本文所述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场

景及相关参数约束下，满足机载计算机任务要求的处

理器选型参数为：处理器数量不少于 1 颗、工作频率

不低于 50MHz。原因如下：选择一个处理器是在当

前仿真约束下，能够完成数据处理任务；选择工作频

率不低于 50MHz 是在当前仿真约束下，能够获得比

10MHz 更好的稳定性能，同时大于 50MHz 后，性能

没有明显提升，更高的工作频率会带来更大的功耗，

对无人机供电、散热等其他系统产生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不选择比 50MHz 更高的工作频率。如需要选择

更高工作频率、更多处理器数量，应视无人机承担的

其他任务而定。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场景中，机载计算

机系统处理器选型问题，介绍了一种利用电子系统级

建模与仿真工具 VisualSim 建立无人机传感系统应用

模型，通过仿真分析了机载计算机中不同数量和不同

工作频率的处理器对无人机传感系统整体性能影响的

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系统整体应用角度，快速

得到基于量化数据的处理器性能参数选型依据，有效

支持无人机机载计算机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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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S:BMTI FPGA 设计套件

田春生 1,2，陈 雷 1，王 硕 1，周 婧 1，周 冲 1，庞永江 1，张瑶伟 1，杜 忠 1

（1.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2. 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器件复杂度与容量的不断提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以高度的并行、可定制和可重构的特性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与应用。在制约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便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为此，针对北京微电子技术研

究所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设计了一款能够支持其全流程开发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BFDS，并对BFDS 的工作流程以及图形化界面做

了具体介绍，最后通过实验结果验证了BFDS 的性能。

关键词：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电子设计自动化；BFDS

中图分类号：TN47; TP301      文献标识码：A 

BFDS: BMTI FPGA Design Suit

Tian Chunsheng1,2, Chen Lei1, Wang Shuo1, Zhou Jing1, Zhou Chong1, Pang Yongjiang1, 

Zhang Yaowei1, Du Zhong1

（1.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eijing, 100076, China; 2. School of Integrated Circuit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and capacity of large-scale integrated circuit devices,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its high degree of concurrency, customizable and 

reconfigurable features. Among the many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FPGA, the most critical is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 technology.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FPGA chip of 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an EDA tool: BFDS, which can 

support its whole process development, is designed. The workflow and graphical interface of BFD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performance of BFDS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 words: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BFDS

0 引言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FPGA）是一种半定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FPGA 已经嵌入了多种 IP 核，

集成了数百万个逻辑单元，包含的晶体管数达数百亿

个 [1]。FPGA 的优势在于抽象层次高，开发周期短，

且可以随时重新配置实现不同功能，消除了用户定

制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漫长的等待周期以及需要承担的巨

大成本风险 [2,3]。并且随着半导体工艺的提升，FPGA

内部所集成的物理资源越来越多，因此可支持更复

杂的电路设计 [4]。FPGA 已被广泛应用于现代数字系

统中，并且随着各种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FPGA 的

应用范围正在从普通消费电子领域向智能电网、高性

能计算、物联网、工业智能应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不断拓展 [5-7]。并且由于 FPGA 所独有的特性，使其

非常适合航天型号小批量、多品种、高可靠的需求。

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工具在 FPGA 的推广及使用过程中扮演中

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使用 FPGA 设计系统时，用

户首先使用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HDL）将待实现的电路或系统功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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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化描述。随后 FPGA EDA 软件对电路进行逐步

编译，将该电路转化为二进制的形式。最后，使用

生成二进制码流文件对 FPGA 内部的开关、查找表

（Look Up Table, LUT）以及互连线资源等的状

态进行配置，从而在 FPGA 芯片上实现所需要的功

能 [8,9]。

FPGA EDA 工具通常由芯片厂家提供，目前

国际上最先进的 FPGA EDA 技术掌握在以 AMD 

Xilinx[10]、Intel[11] 为代表的美国公司手中，其 EDA

工具最高可支持 10 亿门规模的 FPGA 芯片，且这些

大公司都在积极探索将机器学习技术引入 EDA 工具

中，以大幅缩短针对复杂芯片的编译时间 [12]。国内

参与 FPGA EDA 研发的单位相对较少，且现有的

FPGA EDA 工具只具备支持中小规模 FPGA 芯片的

能力。即现阶段我们的 FPGA EDA 软件仍大部分依

赖于进口，但进口 EDA 软件的使用存在许多隐患。

一方面，FPGA EDA 软件存在被禁运的风险，特别

是当前中美双方处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可能随

时切断我国的进口途径，并对相关 FPGA EDA 软件

工具实施禁运。另一方面，进口 FPGA EDA 软件工

具存在安全隐患，西方国家可能在通过 EDA 软件工

具实现设计的过程中，加载一些后门程序或逻辑炸弹，

在关键时刻使我们的设备出现异常 [13,14]。因此，亟需

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FPGA EDA 软件工具的研

发。

本文设计了一种能够支持 FPGA 全流程开

发 的 EDA 软 件 工 具：Beijing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itute (BMTI) FPGA Design Suit 

(BFDS)。首先，为了使 EDA 软件工具能够更好地理

解FPGA的体系架构，我们构建了器件信息库。随后，

我们对 BFDS 的综合、打包、布局、布线以及码流生

成等做了详细介绍并给了 BFDS 的图形化显示。最终

通过一系列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 EDA 工具的性

能。

本文其余章节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1 章详细介

绍了 BFDS 工具的工作流程，第 2 章给展示了 BFDS

的图形界面，第 3 章介绍了实验方法以及实验结果，

最后，第 4 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未来的研究

方向。

1 BFDS 工作流程

BFDS 的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用户首先采用

HDL 对所要实现的设计进行描述。随后，用户所提

供的设计会被映射到相应的 FPGA 架构上。最后通

过生成的二进制码流文件对 FPGA 进行配置用以实

现特定的功能。上述转换过程是通过几个不同的阶段

来实现的。

首先，BFDS 的综合工具会将行为级的 HDL 转

化为电路网表。对于生成的电路网表，BFDS 将会在

保证最小化所需布线长度与时延的情形下，确定电路

网表中每一个逻辑单元的位置（布局）以及各逻辑单

元间的互连关系（布线）。上述操作完成后，对于

得到的结果文件会进一步转化为一个特征描述文件

（Feature Description File, FDF），该 FDF 可以

直接被转换为二进制码流用于对 FPGA 进行配置。

 

图 1 BFDS 工作流程

Fig.1 The workflow of BFDS

1.1 器件模型库构建

FPGA 的架构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描述，具

体如图 2 所示。虽然较低层次描述中（例如，Chip 

DB & Timing DB）所包含的信息更加完整，但

这部分信息是非结构化的，EDA 工具不能对这些

信息直接进行操作 [15]。相反，EDA 工具工作在器

件模型库的描述层次，该层次中的数据是结构化

的，并且包含有 FPGA 体系结构的一些关键信息。

田春生 等：BFDS:BMTI FPGA设计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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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 Chip DB 以及 Timing DB 中提取出更

高级别的结构信息用以构建器件模型库是非常必要

的。

 

图 2 FPGA 架构的不同层次表示

Fig.2 Different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s of FPGA 

architecture

器件模型库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码流信息库与架

构信息库两大类。码流信息库指明了 FPGA 中各逻

辑单元以及布线资源与生成的码流文件中各个码位的

一一对应关系。对于架构信息库，首先需要创建布线

资源图（Routing Resource Graph, RRG）用以描

述各逻辑单元间的连接关系。此外，布线资源图中的

各个节点还需要标记一些额外的信息，比如节点所处

的位置或是与节点相连接的开关的属性等信息。在布

线资源图创建完成后，接下来需要对各物理块（tiles）

进行建模，用于定义 RRG 与 FPGA 内部各逻辑单元

间的布线接口。该过程同时还划定了设备网格（device 

grid），用于指定 FPGA 中每个坐标位置所应存放

的逻辑单元的类型。与此同时，上述信息通过元数

据在 FDF 中进行了标记，用于在码流中重新定位他

们的配置位。接下来，需要对各逻辑单元的内部逻

辑以及内部逻辑间的连接关系进行建模。例如，需

要对可配置逻辑单元（Configurable Logic Block, 

CLB）内部的可用资源（LUTs, FFs 等）以及他们

间的连接关系进行建模。上述信息同样会以元数据

的方式在 FDF 中进行标记，用于驱动码流的生成。

最后还需要为 FPGA 内部的各逻辑单元构建时序模

型，构建时序模型所需要的信息可以从 Timing DB

中获取。

通过上述步骤，就能够正确的生成器件模型库，

有了器件模型库，BFDS 就可以使用它来实现不同的

用户设计并生成正确的码流。

1.2 综合

综合工具能够将 HDL 文件转换为描述指定

FPGA 器件上不同逻辑单元连接关系的网表文件，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网表中的连接只是逻辑连接。因此，

综合工具只是给出了所需实现设计的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最终需要由 FPGA 芯片中可用逻辑资

源来实现。

通常情形下，用户输入的 HDL 文件是非常复杂

的。HDL文件中描述的内容是一种行为级（Behavioral 

Level）的抽象，这种行为级的抽象大多是由事件驱

动的（Event-driven）。然而，FPGA 芯片中的逻辑

资源主要由 LUTs 与 FFs 所组成，因此，通过综合

过程将复杂的行为模型转化为一种更加简洁的描述形

式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BFDS综合工具会将行为级的设计描述转化

为寄存器传输级（Register-Transfer Level, RTL）

的描述。随后为了进一步简化设计，RTL 级的描述

会被进一步转化为逻辑门级（Logic Gate Level）的

描述，即一些复杂的逻辑单元会被重组以保证最终的

结果中只包含有逻辑门以及寄存器。上述过程是非常

复杂的，为了保证综合结果的正确性，BFDS 综合工

具在上述步骤间还提供了额外的仿真流程，以验证输

入设计与其简化形式间的等效性。BFDS 综合工具随

后会将上述简化的逻辑门级描述使用 FPGA 芯片内

部的可用逻辑资源进行替代。

1.3 打包、布局和布线

BFDS 执行综合操作后会输出一个网表文件，该

网表文件中包含有 FPGA 硬件上可用的逻辑单元，

并且上述逻辑单元间具有特定的连接关系。然而，这

些逻辑单元在所需实现的设计中的物理布局是没有指

定的。打包、布局和布线的目标就是将综合后的设计

映射到特定的 FPGA 芯片中。

1.3.1 打包

本文所设计的 BFDS 的打包工具首先会收集并

分析综合后设计中存在的原语（例如，LUT, FFs, 

carry-chains），并将他们聚集成簇，每个簇都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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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芯片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物理块。

BFDS打包器提供了一种高度通用的基于“种子”

聚类的贪婪打包算法 [16]。给定目标FPGA架构（例如，

BQ7VX330T）以及需要聚簇的原语网表，那些必须

被打包在一起的原语会首先被 BFDS 打包器组成“分

子”。随后将从这些“分子”中选择一粒“种子”并

用于创建一个新的簇。这个新创建的簇将通过选择那

些与当前簇相关的未被打包的“分子”来填充。随后

会尝试将候选“分子”加入到这个簇中。上述过程将

会一直执行，直至这个簇被填充完毕或是没有更多与

当前簇相关的“分子”能够被发现为止。届时，当前

的簇将会关闭，并将从其余未打包的“分子”中选择

一粒新的“种子”，循环执行上述过程。

1.3.2 布局

将不同的原语打包成簇后，BFDS 开始执行布局

操作。布局作为 FPGA EDA 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同

时也是FPGA编译过程中最耗时的步骤之一。而且，

布局结果的好坏将会极大的影响整个流程的结果质

量。由于 FPGA 中的布线资源都是预制，且容量有

限。一旦布局算法的解需要过多的布线资源，后续的

布线过程将会失败或是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得到一个可

行的布线解决方案。虽然FPGA布局与ASIC布局有

一些相似之处，但由于可以放置不同类型逻辑单元的

位置以及相应位置间的布线资源都是预制的，因此，

FPGA 的布局问题将更加复杂。

BFDS 的 布 局 器 是 在 模 拟 退 火（Simulated 

Annealing, SA）算法 [10,17] 的基础上实现的。SA 算

法是目前最常见的解决布局问题的启发式方法。SA

算法的本质还是一种基于概率的算法，能够在一个很

大的空间内寻找近似最优解，在时间允许的情形下，

能够得到全局最优解，并且能够有效避免陷入到局部

最优陷阱。其缺陷在于当电路规模较大时，算法收敛

的时间较长。为了提升布局器的性能，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

的布局方法。RL 能够在广阔的解空间中探索高质量

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在决策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学

习找到最佳的动作，从而使奖励函数达到最大值。在

一次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称为智能体（agent），

智能体通过感知周围环境，判断当前所处的状态。随

后根据一定的策略从动作集合A 中选择某个动作a。

在执行某个动作后，智能体会收到环境的反馈并决定

这个动作的奖赏函数 ， 能够反映所执行动作的

好坏。RL 通过更新学习动作状态值函数Q 来获得最

优的策略。在执行动作at 获得奖赏函数 后，动作

状态值函数Q 可以被更新为：

  

其中，γ 表示步长。

本文将 BFDS 的布局器定义为 RL 的 agent，

agent 会在一列搜索区域的集合A 中选取某一个特定

的搜索区域at 执行逻辑单元的交换操作。随后会计

算得到 、 以及 判断是否接受该交换

过程。其中， 表示逻辑单元交换前后线长变化

量的归一化值， 表示逻辑单元交换前后时序

变化量的归一化值， 表示逻辑单元交换前后成本

函数的差值，一旦决定了接受或拒绝本次逻辑单元的

交换过程，agent 将根据奖赏函数 更新动作值函数

Q。当Q 值被更新后，agent将会根据 softmax准则 [18]

选取下一个动作。在 softmax 准则中，agent 选取每

一个动作的概率与Q 值成正比，相对应的概率可以

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k 表示可选择的动作的数量。

为了使 agent 能够更好的与环境进行交互，奖赏

函数 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奖赏函数 的

值定义如下：

  

1.3.3 布线

在器件模型库构建阶段，我们得到将 FPGA

芯片内的硬件资源抽象为一个有向的布线资源图

RRG，布线算法直接在 RRG 上对电路线网执行布线

操作即可。PathFinder 拥塞协商方法是目前最为成

田春生 等：BFDS:BMTI FPGA设计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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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 FPGA 布线方法 [19,20]。PathFinder 允许多个线

网占用相同的布线资源。随后通过不断的拆线重布最

终能够得到一个合法的布线解决方案。然而在实际布

线的过程中，一些合法的线网是不必进行拆线重布的。

因此，BFDS 的布线器采用一种基于增量的布线方法

来完成布线过程，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基于增量的布线方法

Tab.1 Incremental-Based Routing Algorithm

布线过程包括多次迭代，在每次迭代的过程中，

从线网的源端到漏端进行布线都会得到一条连接，并

且这些连接会被其他的线网所共享。由于高扇出线网

的布线过程是非常耗时的，因此，BFDS 布线器在对

高扇出线网进行布线时，会只将那些与目标漏端相近

的布线资源加入到堆中。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时

序性能的退化。因此，当某连接的关键度大于事先设

置的阈值时，先前得到的布线树将会被全部加入到堆

中。一旦获得到当前线网的布线树，非法的子树将会

被修剪掉，只保留合法的子树。随后，被修剪掉的线

网的漏端将会在接下来的迭代中通过复用先前被保留

的合法的布线树的资源进行布线，重复执行上述过程，

直至得到一个合法的布线解或是循环次数达到最大迭

代次数为止。

1.4 码流生成

为了能够正确的生成二进制的码流文件，需要对

FDF 文件中的内容进行解析。FDF 由一系列特征列

表所组成，这些特征列表可以激活启用 FPGA 码流

信息库中的一个或多个码位，也可以使相对应的码位

保持清除状态。FPGA码流中大致包含有三部分内容：

逻辑单元模块的配置信息、逻辑单元模块内部的连接

信息以及逻辑单元模块间的连接信息。在器件模型库

构建阶段，FDF 文件中与上述内容相关联的特征都

被打上了标记，上述特征最终可以根据设计实现中逻

辑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设置。随后，BFDS 码流生成

器将根据这些特征正确地生成二进制码流。

2 图形界面显示

为了便于用户使用 BFDS 进行 FPGA 的设计开

发，本文使用Qt Creator编写了BFDS的图像化界面。

如图3所示，BFDS的图形界面具体包括设计流程区、

项目管理区、代码编辑区、结果显示区以及导航区等

5部分。

 

图 3 BFDS 图形界面

Fig.3 The graphical interface of BF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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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航区的新建项目选项 或是“文件（F）”

下拉菜单中的“新建项目”选项会弹出新建项目对

话框，填写项目名称并选择芯片类型，以完成 FPGA

项目的新建，具体如图 4所示。

  

图 4 新建项目对话框

Fig.4 New project dialog box

新建项目操作完成后，接下来需要向新创建的项

目中添加源文件，具体如图5所示。上述操作完成后，

便可以执行综合、打包、布局、布线以及码流生成等

一系列流程。

 

图 5 向新建项目中添加源文件

Fig.5 Add source files to the new project

单击设计流程区的 Synthesis 选项，执行综合操

作，图 6显示了综合过程的运行结果。

 

图 6 综合过程的运行结果

Fig.6 Running results of the process of synthesis

综合过程结束后，单击设计流程区的 Implement

选项，可以不间断的顺序执行打包、布局以及布线操

作。上述过程同样可以分步执行，即分别点击设计流

程区“Implement”下拉菜单下的 Pack 选项、Place

选项以及Route 选项便可以依次执行打包、布局以及

布线的操作具体如图 7所示。

 

图 7 打包、布局以及布线分步运行结果

Fig.7 The step-by-step results of packing, placement and 

routing

执行完布线操作后，单击设计流程区的Generate 

Bits便会执行生成码流的过程，具体结果如图8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正确的生成的二进制的码流文件。

 

图 8 执行码流生成操作后的运行结果

Fig.8 Running results after executing the Bitstream 

generation operation

成功生成码流文件后，单击设计流程区的

LoadBitstream 选项，在弹出的界面中单击“扫描”

会出现可选择设备的详细信息，随后选择刚刚生成的

码流文件，便可以将其烧录到 FPGA 芯片内部以实

现具体的用户设计，具体如图 9所示。

 

图 9 码流文件下载

Fig.9 Download of Bitstream file

田春生 等：BFDS:BMTI FPGA设计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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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给出了使用BFDS图形化界面对FPGA

进行应用开发的部分流程，详细开发流程可以参考我

们发布的BFDS 使用手册。

3 实验及结果

本文所有实验皆使用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

所 FPGA 通用接口开发板。FPGA 芯片型号为

BQ7VX330T，是一款采用 28nm CMOS 工艺的

FPGA 样片。图 10 给出了开发板以及相对应的

BQ7VX330T FPGA 样 片 示 意 图。BQ7VX330T

是 一 款 等 效 门 级 数 为 3300 万 门 的 SRAM 型

FPGA，采用堆叠模块化布局，强化整体架构设计

的层次性特征。BQ7VX330T 内部结构如图 11 所

示。

   

图 10 开发板以及相对应的BQ7VX330T FPGA 样片示意图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development board and 

corresponding BQ7VX330T FPGA chip

 

图 11 BQ7VX330T 内部结构示意图

Fig.11 Internal structure diagram of BQ7VX330T

首先使用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验证 BFDS 的

工作流程。将程序输出直接连接到 LEDs 上，通过

在 LEDs 上产生的输出验证本文所设计的 BFDS 的

有效性。图 12 给出了本文设计的流水灯程序的实验

结果。

 

图 12 流水灯程序实验结果示意图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flow lamp program test results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设计的BFDS的功能，使用

本文设计的 EDA 流程实现了一个 RISC-V CPU。

该测试采用 Mini Litex 设计，本设计可以通过串口

接收数据参数，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参数以二进制的形

式显示到 LED 上。整个设计使用 BFDS 的综合工具

进行综合，并通过打包、布局、布线以及码流生成等

一系列过程得到相对应的码流文件，该码流文件通过

自主研制的下载器。图 13 给出了 VexRiscv CPU 实

验结果示意图。能够观察到，BQ7VX330T FPGA 以

二进制的形式显示了数字 5 和 8，与通过串口发送的

数据是相同的。

 

图 13 VexRiscv CPU实验结果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VexRiscv CPU

为了突出本文所提出的一系列算法的性能，将

BFDS 的工作流程与基本流程进行对比（注：此处的

基本流程是指布局与布线的过程分别采用经典的 SA

与 PathFinder），数据测试集选用 Titan 和 VTR 基

准测试集，表 2 给出了最终的运行结果。相关的试验

结果表明，与基本流程相比较，BFDS能够在节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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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运行时间的条件下，分别获取 16% 的线长增

益以及 5% 的关键路径时延的增益。

表 3 给出的 BFDS 工具与 AMD Xilinx 公司最

新研发的 Vivado ML 工具关于系统运行时间的对比

信息，为了保证试验结果的公平性，将 Vivado ML

工作的目标器件设置为 xc7vx330t，即同样是一款等

效门级数为 3300 万门的 SRAM 型 FPGA 芯片。从

表中可以得出，BFDS 工具在综合以及设计实现阶段

所需花费的时间分别是 Vivado ML 工具的 1.39 倍

与 3.46 倍。上述试验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

最新版本的 Vivado ML 工具中加入了基于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ML）设计优化策略，能够非

常迅速地实现试验结果的收敛。

表 3 BFDS 运行时间（对Vivado ML作归一化处理）

Tab.3 Runtime of the BFDS (normalized to Vivado ML)

电路 综合 设计实现

ucsb_152_tap_fir 1.56x 4.97x

sha 0.35x 0.73x

blob_merge 1.32x 1.58x

stereovision3 0.26x 0.41x

stereovision2 3.37 10.86

stereovision1 1.53x 3.17x

stereovision0 1.37x 2.49x

均值 1.39x 3.46x

表 4 给出了 BFDS 工具与 Vivado ML 工具在资

源占用方面的对并情况，可以看到，BFDS 工具在资

源占用方面的性能与Vivado ML工具大致相当。

表 4 BFDS 资源占用情况（对Vivado ML作归一化处理）

Tab.4 Resource occupancy of the BFDS (normalized to 

Vivado ML)

电路 SLICE LUT FF

ucsb_152_tap_fir 1.13x 1.46x 1.08x

sha 1.02x 1.13x 0.97x

blob_merge 1.02x 1.17x 1.02x

stereovision3 0.95x 1.68x 1.00x

stereovision2 1.85x 1.97x 1.38x

stereovision1 1.15x 1.23x 1.00x

stereovision0 1.58x 1.85x 1.46x

均值 1.24x 1.49x 1.13x

4 结束语

本文以开发一种能够支持北京微电子研究所

FPGA 芯片的 EDA 工具为目标，介绍了 BFDS 的开

发流程。为了使 EDA 工具能够更好地理解 FPGA 的

体系架构，首先构建了器件模型库。随后对 BFDS 的

工作流程，包括综合、基于“种子”聚类的贪婪打

包、基于强化学习的布局、基于增量的布线以及码流

生成等作了具体介绍，随后对 BFDS 的图形操作界面

进行了简单描述，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对比试验，证明

了 BFDS 的性能。截至目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现阶段，BFDS 支持工业界标准的设计输入，

覆盖从 HDL 电路功能描述到码流下载的完整设计流

程，并提供良好的第三方设计验证工具接口，具有算

法创新、运行高效、界面简洁的特点，支持北京微电

表 2 BFDS 的线长、关键路径时延以及运行时间（对基本流程作归一化处理）

Tab.2 Wirelength, critical path delay and runtime of the BFDS (normalized to the traditional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电路 线长 关键路径延时 (ns) 运行时间 (s)

ucsb_152_tap_fir 0.60x 0.82x 0.91x

sha 0.91x 0.98x 0.85x

blob_merge 0.83x 1.01x 0.93x

stereovision3 0.85x 0.91x 0.83x

stereovision2 0.96x 0.91x 0.98x

stereovision1 0.90x 1.05x 0.97x

stereovision0 0.95x 0.96x 1.01x

VexRiscv 0.79x 0.99x 0.98x

均值 0.84x 0.95x 0.9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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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研究所百万门级至七千万门级军用及宇航用 FPGA

器件，为基于FPGA产品的应用设计提供有力支持。

对于今后的工作方向，一方面是在 BFDS 中加入抗辐

照优化方法，以提升 BFDS 软件抗辐照性能。另一方

面是在 BFDS 的工作流程中加入深度学习、云模式以

及并行运算等技术，形成智能化的 FPGA EDA 设计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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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宇航 Flash 存储器为空间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在

轨处理和回放提供支撑，是卫星数传系统的关键设备

之一 [1]。近年来，随着载荷数据量的不断增加，载荷

数据复杂度的持续提高，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的总线

设计速率和集成度也不断进行提高，使得 Flash 存储

产品的可靠性面临着空间单粒子效应、开关噪声干扰、

数据位串扰等多重威胁 [2]。

目前宇航Flash存储产品普遍采用抗辐射FPGA

实现对Flash存储器件的控制和数据管理。为了提高存

储产品的可靠性，传统方法通过选用高可靠器件、芯片

冗余、布局布线等措施，ECC由组合逻辑实现且不具

备错误诊断功能。近年来Flash总线设计速率和集成度

的提高给存储产品的可靠性带来一定的威胁，有必要进

一步优化ECC设计来提高产品的工作性能和可靠性。

本文提出一种宇航 Flash 存储阵列数据检纠错

方法：改进具备错误模式 Force_error 引入功能的奇

偶校验编码器和具备错误类型指示和诊断错误模式功

能的奇偶校验解码器。基于 FPGA 将 ECC 非流水线

改进为 ECC 流水线设计。优化后的 ECC 性能提升

25% 以上，可以反馈错误诊断结果，进一步提高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的可靠性。 

第1期　2022年3月　总第4期

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 ECC 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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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航用 Flash 存储器

1.1 Flash 宇航应用

NAND Flash 具有非易失性、读写速度快、存

储密度大和较好的抗震性等优点 [3]，被广泛应用于宇

航存储产品。在宇航应用领域，不少公司将多片经过

筛选的 NAND Flash 基片进行 3D 叠装，以获得更

高的集成度和抗辐射性。国内外多个航天型号任务中

Flash 存储器选用 3D-Plus 公司的 NAND Flash 叠

装存储器件 [4]。

1.2 Flash 存储设计原理

与商业 Flash 存储产品不同，为了保证在轨可

靠性和设计灵活性，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普遍采用

抗辐射 FPGA 实现 Flash 的控制和数据管理 [5]。宇

航存储产品多采用 9 片叠装 3DFN128G08 器件，通

过数据总线位宽并行扩展以提高存储吞吐速率，如

图 1 所示。

 图 1 宇航存储产品

Fig.1 Space storage product

2 检纠错设计改进

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中增加 ECC 配置，可以提

高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的工作性能和可靠性。首先计

算校验码并将校验码与关联数据一起写入 Flash 存储

器，Flash存储器读取数据时，同时读取关联的校验码。

用 ECC 来检测和纠正发生在主控芯片和 Flash 存储

器之间读写过程的错误。本文以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

的可靠性应用为背景，提出一种 ECC 检纠错优化方

法：2.2 节中改进奇偶校验编码器，在编码器电路设

计中引入错误模式 Force_error 变量提供 ECC 验证

的测试接口；2.3 节中改进奇偶校验解码器，在解码

器电路设计中引入 ERROR 指示变量，ERROR 具备

指示数据错误类型和故障诊断功能。

2.1 汉明纠错算法

汉明码由原始数据和校验位（奇偶校验位）组合

而成，并通过一个有序集合 (d+p,d) 进行描述，其中 

d 表示数据宽度，p 表示奇偶校验位宽度。纠错所需

的最少校验位大小按公式（1）计算：

Flash 存储产品使用 汉明码，汉明码字宽为 72

位，包括 64 个数据位和 8 个校验位。在 64 数据位中

纠正单比特错误，所需的最少校验位数为 7。多出的

校验位是为了扩展功能，来检测双位元错误。奇偶校

验矩阵  表示为式（2）：

其中 代表数据矩阵， 代表生成矩阵。

矩阵由单位矩阵 和创建矩阵 构成，如式（3）：

检错时，代码字向量将与生成矩阵的转置相乘得

出 8位向量  ，即校正子向量，如式（4）：

 

如果校正子向量各项均为零，说明数据无错误。

其他所有非零的结果均代表位元错误的类型，和各个

单位元错误的位置。这些非零结果用于纠正原始输入

数据。根据式（4），设计汉明码校正子如图 2所示，

所有数据位的位置及校验位都在图 2 校正子中作了标

示。表中各单元格的具体位置由其所在行和列确定。

例如，数据位 D60 位于 100 列 1000 行，即所在位置

为 1000100。

 

图 2 校正子

Fig.2 Correction factor

王敏琪 等：宇航Flash存储产品ECC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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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校验位CBX 由XOR 操作符构成，表示 。

例如校验位CB1 的逻辑方程式如式（5）：

如式（5），图 2 中数据所在位置（bxxxx_

xxxx1，x 为任意值，b 表示二进制）的最低位为 1

的数据位被挑选出来，组成CB1（详见图2深色标记）。

次低位为1的数据位被挑选出来组成CB2，依次类推。

如图 3数据无单比特错误，校验位与计算出的相

应数据的校验位相符。此时，所有校正子位均为零，

指向无错误位置。

 

图 3 无 bit 错误

Fig.3 No bit error

如图 4数据存在单比特错误，数个校正子就会为

奇校验（产生逻辑 1），可确定相应的列和行。例如

数据位 D28 单比特错误，那么校正子CB1、CB2 和 

CB6 就会指示错误（产生逻辑 1）。通过校正子错误

位，D28 可被认定为单比特错误。

 

图 4 单 bit 错误

Fig.4 Single bit error

如图 5 数据存在双比特错误，错误位无法被正

确指出。例如，双比特错误同时发生在 D28 和 D22

上，那么校正子CB1、CB2 和 CB6 就会指示错误

（产生逻辑 1），同时校正子CB3、CB4 和 CB5 也

指示错误（产生逻辑 1）。产生的校正子错误（CB1、

CB2、CB3、CB4、CB5 和CB6）最终指向 111 列

0111 行数据位D56，即错误位没有被正确指出。

 

图 5 双 bit 错误

Fig.5 Double bit error

2.2 奇偶校验编码器设计

奇偶校验编码器设计如图 6所示，奇偶校验编码

器主要由XOR 运算器和在查找表 LUT 中实现的错

误生成器构成。

 图 6 奇偶校验编码器

Fig.6 Parity Check Encoder

如图 6 所示，在编码器输出端可以引入所有可

能的错误模式 Force_error。Force_error=00 表示

正常操作模式，编码器输出中未引入错误；Force_

error=01 表示单比特错误模式，在每个时钟上升沿

生成的数据中，存在一个比特翻转（0 变成 1 或 1 变

成 0），单比特错误按顺序从数据的 0位移至 7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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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单比特错误模式下，该错误顺序就会重复出现；

Force_error=10 表示有界双比特错误模式，在每个

时钟上升沿生成的数据中，存在两个连续比特翻转（0

变成1或1变成0），双比特错误按顺序从数据的(0,1)

位移至 (71,72) 位，处于双比特错误模式下，该顺序

就会重复出现；Force_error=11 表示有界三比特错

误模式，在每个时钟上升沿生成的数据中，存在三个

比特翻转（0 变成 1 或 1 变成 0），三比特错误按顺

序从数据的 (0,1,2) 位移至 (70,71,72) 位，处于三比

特错误模式下，该顺序就会重复出现。

2.3 奇偶校验解码器设计

奇偶校验解码器设计如图 7所示，奇偶校验解码

器主要由三个模块构成：校正子 (Syndrome) 生成；

查找表 LUT 和掩码 (Mask) 生成；数据检纠错 (Data 

correction)。

1）校验子生成

将输入的 64 位数据 DECIN 与 8 位奇偶校验位

PARITY_IN 经过XOR 运算，与校验位生成类似，

输出 8 位解码校正子（ S1 ～S8）。例如，校验位

S1 的逻辑方程式如式（6）：

     

查找表可以使用此校正子（S1 ～S8）查找错误

类型和错误位置。

2）查找表 LUT 和掩码 (Mask)

为了实现检纠错功能，生成查找表LUT和掩码。

对于输入有单比特错误情况，相应的掩码会屏蔽除错

误位之外的所有位，使用原数据对此掩码进行XOR

运算，错误位被纠正；对于输入有双比特错误情况，

所有掩码位都会变为零，在同一时钟周期内，创建错

误类型和相应的校正掩码；对于输入无单比特错误或

双比特错误情况，掩码位将为零。

3）数据检纠错 (Data correction)

如果输入数据错误，且需要对错误数据进行纠

错，掩码与原输入数据DECIN一起进行XOR 运算，

以将错误位改为正确状态。

 

图 7 奇偶校验解码器

Fig.7 Parity Decoder

如图 7 所示，ERROR 除了指示错误类型外，还

支持诊断模式。ERROR为 00表明未检测到单比特、

双比特或多比特错误；ERROR 为 01 表明 72 位数据

中出现单比特错误，并且此错误已纠正，输出数据

DECOUT 不再包含错误；ERROR 为 10 表明 72 位

数据中出现双比特错误，该种情况下不能进行纠错，

只指示错误类型；ERROR 为 11 表明 72 位数据中可

能出现超出检测能力范围的错误，且无法进行纠错，

是无效的错误类型。根据宇航Flash错误特性可判断：

ERROR 为 00 和 01 表明宇航 Flash 产品工作正常，

ERROR为 10 和 11 表明宇航 Flash 产品工作故障。

3 宇航 Flash 存储 ECC 应用优化

基于宇航用 FPGA，传统宇航 Flash 存储 ECC

采用组合逻辑实现，其最大工作频率 144MHz。在

第 2 节检纠错设计改进基础上，为了提高速率和性

能，通过流水线时序逻辑设计对 ECC 优化。以宇航

Flash 存储器产品的 64 位流水线 ECC 设计为例，如

图 8 所示。8 位校验数据 PARITY_OUT 与关联的

64 位数据 ENCOUT 一起写入 Flash 存储器。Flash

存储器读取数据时，同时读取该数据 DECIN 的校验

王敏琪 等：宇航Flash存储产品ECC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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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PARITY_IN。

 

图 8 64 位 ECC

Fig.8 64-bit ECC design

64 位 ECC 设计包含奇偶校验编码器及奇偶校

验解码器，其中编码器执行生成矩阵的功能产生 8

位校验码CB1 ～CB8，解码器则负责检错（不大于

2bit）和纠错（1bit），且支持非流水线和流水线两

种使用模式：对于奇偶校验编码器，从数据 ENCIN

输入到编码后的数据 ENCOUT 输出的延迟时间为两

个时钟周期（非流水线设计，两个时钟周期数据同步

后，采用组合逻辑完成校验子CBX 生成）或三个时

钟周期（流水线设计，多 1 个时钟周期时序逻辑设

计完成式（5）中的编码校验子CBX 计算）；对于奇

偶校验解码器，从数据 DECIN 输入到解码后的数据

DECOUT 输出的延迟时间为两个时钟周期（非流水

线设计）或三个时钟周期（流水线设计，多 1 个时钟

周期时序逻辑设计完成式（6）中的解码校验子SX 计

算），其中状态信号 ERROR 与 DECOUT 同步。流

水线 ECC设计时序如图 9所示。

 

图 9 流水线 ECC时序

Fig.9 Timing of the pipelined ECC

基于宇航存储产品中常用的两款 FPGA 器件

BQR2V3000 和 BQR5VSX95T，使用 Xilinx 综合工

具 (XST) 综合后分析，64 位的 ECC 设计性能如表 1

所示，改进后的流水线 ECC 速率相较于传统非流水

线设计，运行速率提升 25％以上。

表 1 宇航存储产品 64 位流水线 ECC设计性能

Tab.1 Performance of the space storage product 64-bit 

pipelined ECC

使用 FPGA 器件
ECC设计性能

非流水线设计 流水线设计

BQR2V3000 144MHz 313MHz

BQR5VSX95T 239MHz 301MHz

4 结论

本文以工程应用需求为背景，提出一种宇航

Flash 存储产品数据检纠错优化方法，通过在 FPGA

上进行设计分析，改进后的 ECC 运行速率可提升

25% 以上且具备错误模式诊断功能，对宇航 Flash 存

储产品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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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PCI 总线的国产化星载 1553B 总线模块设计

伍攀峰 1,2，刘 梅 2，刘庆民 2，孙华涛 2，郭清源 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50001；2. 航天五院 513 所，山东省 烟台市 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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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V476.5 　　文献标识码：A

1553B 总线为目前星载常用总线，通常采用总线

控制器芯片作为处理器与 1553B 总线之间的接口管

理，宇航级 1553B 总线控制器已全面实现国产化。通

常星载设备只有一到两路 1553B 总线接口，1553B 总

线接口单独成为一块模块会导致空间浪费，因此大多

数情况是 1553B 与处理器放在同一个模块上。由于

不同模块尺寸各有差异，且未见有星载标准化 1553B

总线模块的报道，无法满足各型号或同型号产品之间

通用的需求。

CPCI 总线是 Compact PCI 总线的简称，又称

紧凑型 PCI，在逻辑、软件和电气规范方面与 PCI

完全兼容。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美航天器电子设

备，尤其是航天计算机逐渐使用 CPCI 总线技术来设

计标准化航天计算机。麦克唐纳 . 德特威勒联营公司

（MDA）的 SPARC 计算机和 PowerPC 计算机、英

国航空航天公司（BAE）的 PowerPC 计算机等均采

用 CPCI 总线，采用可热插拔、模块化的标准结构，

便于系统的扩展和模块的更换 [1]。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虽然国内处理器芯片早已集成了 PCI 控制器，但没

有宇航级 CPCI 从设备控制器芯片，使用处理器芯片

作从设备控制器在成本、功耗等方面均代价较大，而

进口宇航级 CPCI 从设备控制器芯片限购，CPCI 总

线在国内宇航领域应用较少，且明显晚于欧美。随着

2018 年国产宇航级 CPCI 总线从设备控制器芯片研

制成功，CPCI 总线在国内宇航领域应用开始逐渐增

多。

为满足某航天型号单模块含 4 路 1553B 总线，

且每路 1553B 总线可按需配置成 BC 或 RT，以实现

多产品之间通用的需求，本文采用国产 CPCI 总线

从设备控制器芯片和国产 1553B 总线控制器构成基

于 CPCI 的标准 6U 尺寸 1553B 总线模块，解决国产

CPCI 总线从设备控制器和国产 1553B 总线控制器之

间的时序匹配等问题，满足不同产品的需求。

1553B 总线模块组成框图如图 1 所示。其中电源

变换电路负责将底板输入的 +5V 直流电源采用限流

保护措施后给1553B总线接口芯片以及其它逻辑芯片

供电，+3.3V 直流电源作为 CPCI 总线从设备控制和

电平转换芯片等芯片的供电电压；+1.8V 直流电源

作为 CPCI 总线从设备控制器的核电压，通过 LDO

将底板输入的 +3.3V 直流电源变换而来。RT 地址

设置电路负责设定每路 1553B 总线接口芯片的RT地

址。总线控制器选型、CPCI 总线接口芯片、逻辑控

制电路为本设计的核心。

 

图 1 1553B 总线模块组成框图

Fig.1 1553B bus module composition diagram

常用的国产抗辐照 1553B 控制器情况见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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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产常用抗辐照 1553B 控制器表

Tab.1 Domestic radiation hardened 1553B controller

序号 器件名称 支持模式 内部RAM 空间

1
B65170S6RH、

JKR65170S6 
RT 4K×16bits

2
B61580RH、

JKR61580S6 
BC、RT、MT 4K×16bits

3
B63825RH、

JKR63825D6 
BC、RT、MT 16K×16bits

为满足 BC 和 RT 可灵活配置需求，1553B 总线

控制器可选用 BC 和 RT 两种模式均支持的 61580 型

器件（B61580RH、JKR61580S6）和 63825 型器件

（B63825RH、JKR63825D6），考虑本型号总线数

据量大且可扩展的需求，选择具有 16K×16bits 内

部 RAM 空间的 63825 型器件作为该模块的总线控

制器，可以兼容两种不同的国产器件 B63825RH、

JKR63825D6，后续统称为 63825 电路。其工作在 16

位缓存非零等待模式，工作时钟为 16MHz。

CPCI 总线接口芯片选用具有抗辐照指标的国产

芯片 LCPCI9030，与 PLX 公司的 PCI9030 相比，

LCPCI9030 支持连接 / 不连接 EEPROM 两种初始

化方式，而 PCI9030 只支持连接 EEPROM 初始化

一种工作模式 [2]，在本设计中，使用默认的不连接

EEPROM 模式。

LCPCI9030 的 Local 端主频设置为 33MHz，采

用+3.3V和+1.8V供电，而63825电路为+5V供电，

两者之间需要采用 164245 进行电平转换。

63825 电路作为总线控制器，其内部逻辑图如图

2 所示。63825 电路内部的共享 RAM，外部 1553B

总线和 LCPCI9030 均可访问该共享 RAM，当设备

作为 RT 使用时，外部 1553B 总线的访问和设备内

部 LCPCI9030 两者的访问是异步的，当两者同时访

问该共享存储器时将会产生竞争。产生竞争的概率同

1553B 总线轮询周期有关，轮询周期越短，冲突概率

越高。在冲突时，总线控制器 63825 电路会优先响应

外部总线，内部 LCPCI9030 的访问响应将延后，两

者之间需要进行握手，否则会导致访问出错。本设计

63825 电路工作在非零等待模式，采用 READY* 信

号与 LCPCI9030 进行握手。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器

件手册要求，LCPCI9030 电路 Local 输入信号只支

持同步输入信号，因此应用时应将 Local 端输入信号

经 Local 时钟同步锁存再与 LCPCI9030 连接。[2]

 

图 2 63825 电路内部逻辑图 [3]

Fig.2 63825 Device Block Diagram

考虑 63825 电路的 16MHz 时钟与 LCPCI9030 

Local 端主频 33MHz 不对应，在进行设计时，将

Local 端时钟 33MHz 时钟接到 D 锁存器 B54AC74

的时钟输入端，63825 电路产生的 READY* 信号作

为输入信号，进行同步后作为 LCPCI9030 的 Local

端 READY* 信号，如下图 3所示。

 图 3 READY* 信号接口图

Fig.3 READY* signal interface diagram

本设计中的 63825 电路工作在 16 位缓存非零

等待方式，LCPCI9030 的本地端使用 63825 电路输

出的 READY* 信号（图 4 中 (READYD) ）进行访

问握手。时序图见图 4。通信流程如下：(SELECT)、

(STRBD) 变低（选通）→MEM/REG、RD/WR有

效→地址锁存→（t2 时间后）中 (IOEN) 变低并且（t11

时间后）(READYD) 变为低时，表明 1553B 总线控

制器准备好，数据从总线控制器共享存储器中开始

读出→数据到达数据总线（D0 ～ D15）→ (STRBD) 

变高→数据总线释放，读周期结束。

由图 4和表 2可知，从 63825 电路被选通到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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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准备好的时间为t2+t11（本文定义为TRDY）。

 

图4 主机读存储器/寄存器时序示意图（16位缓存非零等待模式）[3]

Fig.4 CPU Reading RAM/Registers（16-BIT, Buffered, 

Nonzero wait）

表 2 主机读存储器 /寄存器参数表（16 位缓存非零等待）[3]

Tab.2 CPU Reading RAM/Registers（16-BIT, Buffered, 

Nonzero wait）

符号
条件（VDD=5V

-55℃≤ TA ≤ 125℃）

产品实测值（高

温、常温、低温）
单位

t2

(SELECT) 、(STRBD) 低到

(IOEN) 变低

(16MHz，无外部系统 )

112.2、109.7、

108.2
ns

t2

(SELECT) 、(STRBD) 低到

(IOEN) 变低

(16MHz，接外部系统 )

2.71 us

t11
IOEN下降到READYD 下降

(16MHz 读 RAM)
432、432、433 ns

根据手册，t11 为 432ns ～ 433ns，t2 在无外部系

统与内部访问竞争时为 108.2ns ～ 112.2ns，t2 在有外

部系统访问竞争时为2.71us。因此，TRDY在未发生访

问竞争时最小为108.2ns+432ns=540.2ns，TRDY在发

生访问竞争时最大为2710ns+433ns=3143ns=3.143us。

即 63825 电路访问的最长时间为 3.143us，也就是

当有外部系统访问和内部 LCPCI9030 同时访问时，

LCPCI9030 最长需要等 3.143us 才能等到 63825 电

路送出的准备好信号，可以进行数据读取。

LCPCI9030 的本地端设计包含 Local 准备好输

入使能（READY*使能）以及外部等待超时（READY* 

TIMEOUT）两种机制，通过两种机制的组合来与外

部电路握手。当LCPCI9030 配置为REDAY*使能、

READY* TIMEOUT 使能时，LCPCI9030 在等待时

间达到下表 3配置的时间时仍未检测READY*为低，

将结束当前访问并向 CPCI 主设备发起访问终止；

当 LCPCI9030 配 置 为 REDAY* 使 能、READY* 

TIMEOUT 禁止使能时，LCPCI9030 将一直等待

READY* 变为低。 

同时使能了 REDAY* 与 READY* TIMEOUT

时，根据下表可知 TIMEOUT 使能超时的时长最长

为 64×（1/33MHz）≈1.94us。也就是该值小于冲突时

63825 电路的最长访问时间 3.143us，无法满足访问

冲突时的时序要求，可能会出现访问出错。为规避该

问题，在本设计中，通过软件将 LCPCI9030 配置为

REDAY* 使能、READY* TIMEOUT 禁止使能，确

保即使存在1553B总线访问冲突，也能进行正常通信。

表 3 总线响应 /SPI/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位定义 [2]

Tab.3 READY# Timeout Enable Register

位 描述 访问 复位值

8
外部等待超时使能，数值 1表明使能外部

等待超时，数据 0表示不使能
读写 00780000h

9

外部等待超时选择，数值 1表示等待 64

个 lclk，外部等待超时；数值 0表示等待

32 个 lclk，外部等待超时

读写

 

图 5 1553B 模块外形图

Fig.5 1553B module structure diagram

该模块设计充分考虑星载散热和抗力学设计，模

块结构包括安装框架、多层印制板、锲形缩紧装置、

对外电联接器、内部电联接器（CPCI）以及配套的

紧固件；63825 电路下方设计了散热条，并进行力、

热仿真分析，满足空间使用要求。

CPCI 背板选用 J1 和 J2 电连接器，使用国产

伍攀峰 等：基于CPCI总线的国产化星载1553B总线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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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A、K2B 系列 CPCI 电连接器，节点分配按照

PCI2.3 规范的 33MHz PCI 32 位接口执行，且各板

之间的 J1、J2 中的 RSV 管脚在底板上互连，以用作

用户自定义使用。

本文采用标准 CPCI 总线作为模块内部总线，设

计解决了国产抗辐照CPCI从设备控制器LCPCI9030

与国产 1553B总线接口芯片 63825 电路的时序匹配等

问题，构建了标准 6U 结构尺寸的国产化星载 1553B

总线模块，并充分考虑了抗空间环境设计与通用型，

该模块已在多台产品中实现了飞行验证，一切工作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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