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89793.6

(22)申请日 2011.06.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4968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30)优先权数据

61/356,536 2010.06.18 US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180039710.X 2011.06.20

(73)专利权人 西奥尼克斯公司

地址 美国马萨诸塞州

(72)发明人 J·凯里　D·米勒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45

代理人 徐东升　赵蓉民

(51)Int.Cl.

H01L 27/146(2006.01)

H01L 31/02(2006.01)

H01L 31/0236(2006.01)

H01L 31/103(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06/0231914 A1,2006.10.19,说明书

第0006-0011,0049,0053,0078段、附图10.

CN 101276825 A,2008.10.01,全文.

CN 101546794 A,2009.09.30,全文.

审查员 张海洋

 

(54)发明名称

高速光敏设备及相关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速光电子设备及相关方

法。在一个方面，例如，高速光电子设备可以包括

具有入射光表面的硅材料、在硅材料中形成半导

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耦合到该

硅材料并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

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

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

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

0.4A/W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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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光探测与测距(LIDAR)的高速光电子系统，其包含：

支撑衬底；以及

包括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的光电二极管阵列，每个光电二极管包括：

具有入射光表面和在1μm到100μm范围内的厚度的硅材料；

在所述硅材料中形成光电二极管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

与所述硅材料相关联并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

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的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通过隔离结构彼此分开，并且

其中对于具有94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大于或等于0.3A/W

的灵敏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0μm的厚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μm的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5μm到10μm的厚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1皮秒到5纳秒的响应

时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1纳

秒的响应时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面

变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处于从

5nm到500μm的范围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1μm到60μm范围内的多个微米

尺寸的表面变化。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激光的照射形成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50nm到20μm范围内的多个

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根据等式I中所示的量子效率的函数确定灵敏度。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包括形成方形阵列的四

个光电二极管。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方形阵列的所述四个光电二极管对于单个

波长范围是选择性的。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反射光信号与发射光信

号之间的相位延迟。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是图像传感器。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脉冲光信号。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可操作以便以至少

1Gbps的速率传送数据。

19.一种用于光探测与测距(LIDAR)的高速光电子系统，其包含：

支撑衬底；以及

包括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的光电二极管阵列，每个光电二极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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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入射光表面和在1μm到100μm范围内的厚度的硅材料；

在所述硅材料中形成光电二极管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

与所述硅材料相关联并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

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的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通过隔离结构彼此分开，并且

其中对于具有从800nm到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

有大于或等于0.4A/W的灵敏度。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

波长的电磁辐射，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大于或等于0.5A/W的灵敏度。

21.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对于具有大约85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所述光

电二极管阵列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45A/W的灵敏度。

22.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0μm的厚度。

23.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μm的厚度。

24.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5μm到10μm的厚度。

25.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1皮秒到5纳秒的响

应时间。

26.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1

纳秒的响应时间。

27.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

面变化。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处于

从5nm到500μm的范围内。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1μm到60μm范围内的多个微

米尺寸的表面变化。

30.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激光的照射形成的。

31.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50nm到20μm范围内的多个

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

32.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根据等式I中所示的量子效率的函数确定灵敏

度。

33.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包括形成方形阵列的

四个光电二极管。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方形阵列的所述四个光电二极管对于单个

波长范围是选择性的。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反射光信号与发射光信

号之间的相位延迟。

36.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是图像传感器。

37.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脉冲光信号。

38.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可操作以便以至少

1Gbps的速率传送数据。

39.一种用于光探测与测距(LIDAR)的高速光电子系统，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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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衬底；以及

包括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的光电二极管阵列，每个光电二极管包括：

具有入射光表面和在1μm到100μm范围内的厚度的硅材料；

在所述硅材料中形成光电二极管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

与所述硅材料相关联并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

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的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通过隔离结构彼此分开，并且

其中对于具有106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大于或等于0.05A/

W的灵敏度。

4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0μm的厚度。

41.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1μm到5μm的厚度。

42.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硅材料具有从5μm到10μm的厚度。

43.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1皮秒到5纳秒的响

应时间。

44.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1

纳秒的响应时间。

45.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

面变化。

46.根据权利要求4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纳米尺寸和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处于

从5nm到500μm的范围内。

47.根据权利要求4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1μm到60μm范围内的多个微

米尺寸的表面变化。

48.根据权利要求4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激光的照射形成的。

49.根据权利要求4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处于50nm到20μm范围内的多个

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

5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根据等式I中所示的量子效率的函数确定灵敏

度。

51.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包括形成方形阵列的

四个光电二极管。

52.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方形阵列的所述四个光电二极管对于单个

波长范围是选择性的。

53.根据权利要求5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反射光信号与发射光信

号之间的相位延迟。

54.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是图像传感器。

55.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阵列可操作以探测脉冲光信号。

56.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可操作以便以至少

1Gbps的速率传送数据。

5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进一步包括红外带通滤波

器。

5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激光的所述照射来自于表现出在从50飞秒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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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秒的范围内的脉冲宽度的脉冲激光。

5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蚀刻形成的。

6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与每个光电二极管相关联的所述纹理区与所述入

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的同一侧上。

6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与所述入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的

相反侧上。

6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第三掺杂物，以便生成背面场。

6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相对于具有可比较的厚度和响应时间的硅设备，

对于从550nm到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所述纹理区使所述系统的量子效率提高超过10％。

64.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进一步包括红外带通滤波

器。

65.根据权利要求48所述的系统，其中激光的所述照射来自于表现出在从50飞秒到50

皮秒的范围内的脉冲宽度的脉冲激光。

66.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蚀刻形成的。

67.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与每个光电二极管相关联的所述纹理区与所述

入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的同一侧上。

68.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与所述入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

的相反侧上。

69.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第三掺杂物，以便生成背面场。

7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相对于具有可比较的厚度和响应时间的硅设备，

对于从550nm到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所述纹理区使所述系统的量子效率提高超过10％。

71.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进一步包括红外带通滤波

器。

72.根据权利要求48所述的系统，其中激光的所述照射来自于表现出在从50飞秒到50

皮秒的范围内的脉冲宽度的脉冲激光。

73.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是通过蚀刻形成的。

74.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与每个光电二极管相关联的所述纹理区与所述

入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的同一侧上。

75.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与所述入射光表面位于所述硅材料

的相反侧上。

76.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纹理区包括第三掺杂物，以便生成背面场。

77.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系统，其中相对于具有可比较的厚度和响应时间的硅设备，

对于从550nm到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所述纹理区使所述系统的量子效率提高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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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光敏设备及相关方法

[0001] 本申请是于2011年6月20日提交的名称为“高速光敏设备及相关方法”的中国专利

申请201180039710.X(PCT/US2011/041108)的分案申请。

[0002] 优先权数据

[0003] 本申请要求2010年6月18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序列号61/356,536的权益，

其内容以参考方式合并于此。

背景技术

[0004] 许多成像应用例如免手持姿态控制、视频游戏、医疗和机器视觉以及通信应用使

用各种光电子设备，例如光电探测器和光电探测器的成像阵列。通信应用通常使用例如光

纤网络，因为这种网络在光纤经历较低的信号损失的近红外波长的光中效果良好。激光标

记和距离测定的应用一般使用具有近红外波长例如1064nm的激光。其他应用例如深度感知

应用使用能够检测近红外波长例如850nm或940nm的成像器。这些波长一般由用砷化镓

(GaAs)制造的发光二极管或激光二极管生成。所有这些应用都要求探测器或探测器阵列具

有快速响应时间，一般比利用厚的(例如，大于100μm)硅有源层可以实现的响应时间更快。

因此，用于这些应用的硅设备通常是薄的，并且将具体设计考虑考虑在内以便降低响应时

间。然而，随着硅有源层变得更薄，在更长波长(例如，850nm、940nm和1064nm)下的响应比厚

硅设备层的响应低得多。另一方面，在更长波长下具有更高响应的厚硅设备具有缓慢的响

应时间并且难以耗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高速光电子设备及相关方法。在一个方面，例如，高速光电子设备可以

包括具有入射光表面的硅材料、在硅材料中形成半导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

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

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

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4A/W的灵敏度。在另一方面，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

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5A/W的灵敏度。在另一方

面，对于具有大约85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45A/W的

灵敏度。在进一步的方面，该硅材料具有从大约1μm到大约100μm的厚度。在更进一步的方

面，在工作期间该设备的暗电流是从大约100pA/cm2到大约10nA/cm2。

[0006] 在另一个方面，一种高速光电子设备可以包括具有入射光表面的硅材料、在硅材

料中形成半导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

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大约94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

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3A/W的灵敏度。

[0007] 在另一个方面，一种高速光电子设备可以包括具有入射光表面的硅材料、在硅材

料中形成半导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

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大约106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

说　明　书 1/14 页

6

CN 106449684 B

6



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05A/W的灵敏度。

[0008] 在另一个方面，一种光电二极管阵列可以包括具有入射光表面的硅材料，在硅材

料中的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每个光电二极管包括形成半导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

区，以及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

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

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4A/W的灵敏度。在一个方面，该硅材料具有从大约1μm到大

约100μm的厚度。

[0009] 在另一个方面，一种提高光电子设备的速度的方法包括对硅材料中的至少两个区

进行掺杂以形成至少一个结，以及使得硅材料具有纹理结构，从而形成定位成与电磁辐射

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

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4A/W的灵敏度。在

一个方面，该设备可以包括用于将载流子从与结相反的一侧带到结区的额外掺杂区。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与基于硅但是具有纹理区的光电探测设备的吸收特

性相比较的基于标准硅的快速(或薄的)光电探测器设备的吸收特性的图形表示；

[0011]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2]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再一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3]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进一步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4]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更进一步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5]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6]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再一方面的光敏设备的示意图；

[0017]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进一步方面的光敏阵列设备的示意图；

[0018] 图9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渡越时间(time  of  flight)测量；

[0019] 图10a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学成像器阵列的像素结构的示意图；

[0020] 图10b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学成像器阵列的像素结构的示意图；

[0021] 图10c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学成像器阵列的像素结构的示意图；

[0022] 图11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六晶体管成像器的示意图；

[0023] 图12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十一晶体管成像器的示意图；

[0024] 图13是根据本发明的更进一步方面的光敏阵列设备的示意图；

[0025] 图14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的光敏阵列设备的示意图；以及

[0026] 图15描述根据本发明的再一方面的提高光电子设备的速度的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在本文中描述本发明之前，应该理解的是，本发明不限于特定的结构、处理步骤或

本文中公开的材料，而是延伸至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的这些内容的等价物。还应

当理解的是，本文中使用的术语仅仅是为了描述特定的实施例而非进行限制。

[0028] 定义

[0029] 将根据以下阐述的定义使用下面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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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应当注意，如说明书和随附权利要求中所用，单数形式“一个”和“该”可以包括复

数个对象，除非上下文中以其他方式明确地指示。因此，例如，“一种掺杂剂”的指代内容可

以包括一种或更多种此类掺杂剂，“该层”的指代内容可以包括指代一个或更多个此类层。

[0031] 如本文所用，“量子效率”(QE)被定义为入射到光电子设备上的光子被转换成电子

的百分比。外部量子效率(EQE)被定义为针对每一入射光子在设备外部获得的电流。因此

EQE同时取决于光子的吸收和电荷的采集。由于复合效应和光损耗(例如，传输损耗和反射

损耗)，EQE比QE更低。

[0032] 如本文所用，“灵敏度”是探测器系统的输入-输出增益的度量。在光电探测器的情

况中，灵敏度是每一光输入的电输出的度量。光电探测器的灵敏度用入射的辐射功率的每

瓦特安培数表示。此外，灵敏度是入射辐射的波长和设备特性例如制造设备的材料的能带

隙的函数。等式I中示出灵敏度(Rλ)的一个表达式，其中η是针对给定波长(λ)的探测器的外

部量子效率，q是电子电荷，h是普朗克常量，以及v是光频率。

[0033]

[0034] 如本文所用，术语“电磁辐射”和“光”可以交替地使用，并且可以表示宽范围内的

波长，包括可见光波长(大约350nm到800nm)和不可见光波长(大于大约800nm或小于

350nm)。红外光谱通常被描述为包括大约800nm到1300nm的波长的近红外光谱部分、包括大

约1300nm到3μm(微米)的波长的短波红外光谱部分以及包括大于大约3μm至高达大约30μm

的波长的中长波红外(或热红外)光谱部分。这些在本文中一般统称为电磁光谱的“红外”部

分，除非另有说明。

[0035] 如本文所用，“响应时间”是指探测器设备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在一个方面，

“上升时间”是光与设备相互作用生成的电信号的前沿输出的峰值振幅的10％位置和90％

位置之间的时间差。“下降时间”被测量为电信号后沿的90％位置和10％位置之间的时间

差。在某些方面，下降时间可以被称为衰减时间。

[0036] 如本文所用，术语“无序表面”和“纹理表面”可以交替地使用，并且指代具有纳米

至微米尺寸的表面变化的拓扑结构的表面。此类表面拓扑结构可以通过激光脉冲或多个激

光脉冲的照射、化学蚀刻、光刻图案化、多个同时激光脉冲的干涉或反应离子蚀刻来形成。

尽管此类表面的特征可以根据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术而改变，但是在一个方面，该表面可以

是几百纳米厚并且由纳米微晶(例如，从大约10纳米到大约50纳米)和纳米孔构成。在另一

个方面，该表面可以包括微米尺寸的结构(例如，大约1μm到大约60μm)。在又一个方面，该表

面可以包括从大约5nm到大约500μm的纳米尺寸和/或微米尺寸的结构。

[0037] 如本文所用，术语“能流”是指来自穿过单位面积的单个激光辐射脉冲的能量。换

句话说，“能流”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激光脉冲的能量密度。

[0038] 如本文所用，术语“表面修饰”和“表面改性”是指利用激光照射、化学蚀刻、反应离

子蚀刻、光刻图案化等改变半导体材料的表面。在一个具体方面，表面改性可以包括主要利

用激光辐射的过程或激光辐射结合掺杂的过程，因而激光辐射促进掺杂剂掺入半导体材料

的表面。因此，在一个方面，表面改性包括半导体材料的掺杂。

[0039] 如本文所用，术语“目标区”是指将要进行掺杂或表面改性的半导体材料的区域。

半导体材料的目标区可以随着表面修饰过程的进行而改变。例如，在对第一目标区进行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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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或表面改性之后，可以在相同半导体材料上选择第二目标区。

[0040] 如本文所用，术语“检测/探测”是指电磁辐射的感测、吸收和/或采集。

[0041] 如本文所用，术语“充分地/基本”是指行为、特征、特性、状态、结构、物品或结果的

完全或接近完全的范围或程度。例如，被“充分”包围的对象是指该对象被完全包围或接近

完全包围。偏离绝对完全性的精确的可允许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特定的背景。然而，一

般来说，接近完全的整体结果将与绝对的总体完全可获得的整体结果相同。当用于负面含

义时，使用“充分地/基本”同样适用于指代完全或接近完全缺乏行为、特征、特性、状态、结

构、物品或结果。例如，“基本无”粒子的成分将完全缺乏粒子或接近完全地缺乏粒子，其效

果与完全缺乏粒子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基本无”配料或元素的成分实际上仍可以包含该

项，只要其没有可测量的效果。

[0042] 如本文所用，术语“大约”被用于通过假设给定值可以“稍微高于”或“稍微低于”端

点而向数值范围端点提供灵活性。

[0043] 如本文所用，为了方便起见，多个物品、结构元件、组成元素和/或材料可以呈现在

公共列表中。然而，这些列表应当解释为，列表的每个构件被单独地确定为分离和唯一的构

件。因此，不应当仅基于呈现在公共组中并且没有相反的指示而将此类列表的单独构件解

释为相同列表的任何其他构件的实际上的等效物。

[0044] 浓度、数量和其他数值数据可能在此通过范围格式来表达或呈现。应该理解的是，

使用该范围格式仅是为了方便和简洁起见，因此，该范围格式应当灵活地解释为不仅包括

明确列举为范围极限的数值，而且包括涵盖在该范围内的所有单独的数值或子范围，就好

像明确地列举每个数值和子范围一样。作为例证，“大约1到大约5”的数值范围应当解释为

不仅包括明确列举的大约1到大约5的值，而且也包括在指示范围内的单独值和子范围。因

此，包含在该数值范围内的是单独值例如2、3、4和子范围例如1-3、2-4和3-5等，以及单独的

1、2、3、4和5。

[0045] 该相同的原理适用于只列举一个数值作为最小值或最大值的范围。而且，无论所

描述的范围或特征的广度如何，都应该适用这种解释。

[0046] 本公开内容

[0047] 光电子设备的许多应用可以得益于高速操作。例如，用在诸如传输数据、激光测

距、激光标记、渡越时间(time  of  flight)成像等应用中的光电探测器可能是数据可以传

输多快的限制因素。因此，具有更快灵敏度的光电探测器可以相应地以更高的速率接收数

据。许多光电子设备例如光电探测器的速度至少部分取决于电荷载流子掠过光电探测器的

速度。载流子掠过光电探测器的速度可能取决于载流子需要前进的距离、载流子是否在具

有电场的设备区内生成以及载流子在设备层内的缺陷中被捕获或减慢的可能性。在某些情

况下，偏压可以被施加于光电探测器，从而通过增加载流子的漂移速度而降低响应时间。此

外，许多传统的数据通信应用使用红光光谱和红外光谱中的电磁辐射作为数据载流子。在

典型的硅设备中，红光光谱和红外光谱中的电磁辐射生成深入硅设备的载流子，因而增加

载流子需要前进从而被采集的距离。因此，可能有利的是，光电探测器在薄设备中吸收红外

辐射以便提高通信速度并降低暗电流。

[0048] 硅是一种可以用作光电探测器半导体的材料。然而，薄硅光电探测器在检测红外

波长方面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当在较高数据通信速度下运行时。传统的硅材料需要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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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深度以检测波长大于大约700nm的光子。虽然可见光能够在硅中相对浅的深度处被吸

收，但在薄晶片深度(例如，大约100μm)的硅中更长波长(例如，900nm)的吸收较差(如果有

的话)。因为对硅基光电探测器而言短波红外光是几乎完全可穿透的，所以传统上已经使用

其他材料(例如，InGaAs)来检测波长大于大约1100nm的红外电磁辐射。然而，利用所述其他

材料是昂贵的，相对于硅设备增加了暗电流，并且限制了可见光谱(即可见光，350nm-

800nm)的电磁辐射的检测。因此，通常使用硅是因为它的制造相对便宜，并且能够被用于检

测可见光谱中的波长。

[0049] 因此，本公开提供了将薄硅设备的电磁辐射吸收范围增加到红外区的光电子设备

及相关方法，因而允许此类设备吸收可见光和红外光。此外，与在红外光谱中工作的传统薄

硅设备相比，此类设备可以被配置为以更高的数据速率工作并且具有增加的外部量子效率

和灵敏度。在一个方面，例如，提供的硅光电探测器包括纹理区以便增加在红外波长的吸

收、外部量子效率并降低响应时间。该独特且新颖的设备能够在可见光谱和红外光谱中以

高数据速率工作。因此硅基设备的这种灵敏度增加可以降低光电探测器的处理成本，降低

光源所需的功率，增加3D类型成像的深度分辨率，增加数据能够传输的距离，改进激光测

距，以及增加使用更长波长的电磁辐射进行数据通信的机会。

[0050] 在一个方面，例如，提供一种高速光电子设备。该设备可以包括具有入射光表面的

硅材料、在硅材料中形成半导体结的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

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

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

0.4A/W的灵敏度。例如，图1示出了吸收/灵敏度图，其中虚线12表示基于标准快速硅设备的

光电探测器设备的吸收特性，实线14表示基于硅但具有纹理区的光电探测设备的吸收特

性。很明显，在红外区即800nm到1200nm的区域中，标准快速硅光电二极管的吸收导致相对

低的灵敏度。

[0051] 此外，在一个方面，该光电子设备的响应时间是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1纳秒。在另一

个方面，该光电子设备的响应时间是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00皮秒。

[0052] 在另一个方面，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

该光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5A/W的灵敏度。

[0053] 在又一个方面，对于具有大约85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

等于大约0.45A/W的灵敏度。在进一步的方面，对于具有大约940nm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

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3A/W的灵敏度。在更进一步的方面，对于具有大约1060nm

的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大于或等于大约0.05A/W的灵敏度。

[0054] 在某些方面，设备的厚度可以指示灵敏度和响应时间。然而，标准硅设备需要比较

厚即大于100μm，从而检测在红外光谱中的波长，并且这种厚设备的探测导致缓慢的响应和

较高的暗电流。现在已经发现，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可以提高设备对红外

光的吸收，因而提高红外光灵敏度，同时允许快速操作。漫散射和反射可以导致吸收路径长

度增加，特别是如果与全内反射结合起来，会导致硅光电二极管、光电探测器、光电二极管

阵列等在红外光谱中的灵敏度大大改善。由于吸收路径长度的增加，所以较薄的硅材料可

以用于吸收最高在红外区内的电磁辐射。较薄硅材料设备的一个优势是电荷载流子更快地

掠过设备，因而降低响应时间。相反，至少部分由于散射，厚硅材料设备更慢地扫描从其中

说　明　书 5/14 页

10

CN 106449684 B

10



经过的电荷载流子。

[0055] 因此，与传统的硅设备相比，本发明的设备通过增加更长波长的吸收路径长度来

增加硅材料的吸收路径长度。硅光电探测器中的吸收深度是进入硅中的深度，在该深度处

辐射强度降低至硅材料表面处的值的大约36％。增加的吸收路径长度导致吸收深度的明显

减小或减小的表观或有效吸收深度。例如，可以减少硅的有效吸收深度，使得可以在小于或

等于大约100μm的深度吸收更长的波长。通过增加吸收路径长度，这些设备能够在薄半导体

材料内吸收更长的波长(例如，对于硅大于1000nm)。除了降低有效吸收深度之外，可以利用

更薄的半导体材料降低响应时间。

[0056] 因此，除此以外，根据本发明的一些方面的光电子设备提供在光谱的红外光部分

的增强的响应以及在将电磁辐射转换成电信号的过程中的提高的响应和量子效率。同样

地，比大约100μm更薄的设备在红外光谱中可以获得较高的量子效率和较高的速度。换句话

说，在红外波长下该响应高于更厚设备中发现的响应。

[0057] 在一个方面，例如图2中所示，光电子设备可以包括具有第一掺杂区24和与其关联

的第二掺杂区26的硅材料22。因此，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形成半导体结。许多结构是可

预期的，并且认为任何类型的结配置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例如，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

可以彼此远离、彼此接触、彼此交叠等。在某些情况下，本征区可以至少部分位于第一掺杂

区和第二掺杂区之间。

[0058] 光电子设备还可以包括耦合到硅材料22并被定位成与入射的电磁辐射29相互作

用的纹理区28。在这种情况下，纹理区位于与第一掺杂区24和第二掺杂区26相对的硅材料

的侧面上。穿过硅材料接触纹理区的电磁辐射可以被反射回来穿过硅材料，因此有效地增

加硅材料的吸收路径长度。纹理区可以与硅材料的整个表面相关联或只与其一部分相关

联。此外，在某些方面，纹理区可以被具体定位以最大化硅材料的吸收路径长度。在其他方

面，第三掺杂可以被包括在纹理区附近，从而提高在纹理区附近生成的载流子的采集。

[0059] 硅材料可以具有允许电磁辐射检测和转换功能的任何厚度，因此认为任何此类厚

度的硅材料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尽管认为任何厚度的硅材料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但是

在降低设备的响应时间和/或电容方面薄硅层材料是特别有利的。如前所述，与较厚的硅材

料层相比，电荷载流子可以更快速地掠过更薄的硅材料层。硅越薄，电子/空穴需要穿过越

少的材料以便被采集，并且生成的电荷载流子遇到将捕获或减慢载流子的采集的缺陷的可

能性越低。因此，实施快速光子响应的一个目标是利用薄硅材料作为光电二极管的主体区。

通过光电二极管的内建电势和施加的任何偏压，该设备可以接近耗尽电荷载流子，从而通

过在电场中的漂移提供光生载流子的快速采集。保留在光电二极管的任何未耗尽区中的电

荷载流子通过扩散运输来采集，这比漂移运输更慢。为此，期望使扩散可能占主导地位的任

何区域的厚度比耗尽的漂移区薄得多。在具有适当掺杂的硅材料中，提供没有施加偏压的

大约10μm的耗尽区。因此，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利的是使用厚度小于大约100μm或小于大约

10μm的硅材料层。在另一方面，硅材料可以具有某一厚度和衬底掺杂浓度，使得所施加的偏

压生成足够用于电荷载流子的饱和速度的电场。应当注意，在零偏压下操作本文公开的光

电二极管可能导致噪声较低，但是响应时间较长。然而，当施加偏压时，暗电流增加，导致噪

声较高，但是响应时间下降。如果入射的辐射信号较强，则可以补偿增加的暗电流。然而，利

用更薄的设备层可以使增加的暗电流量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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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因此，在一个方面，硅材料具有从大约1μm到大约100μm的厚度。在另一个方面，硅

材料具有从大约1μm到大约50μm的厚度。在又一方面，硅材料具有从大约5μm到大约10μm的

厚度。在进一步的方面，硅材料具有从大约1μm到大约5μm的厚度。

[0061] 如前所述，光电子设备的响应时间受到光生载流子横穿衬底厚度的通过时间

(transit  time)限制。通过利用小负载电阻器并且通过限制硅材料的掺杂密度与光电二极

管的面积保持光电二极管的电容较小，整个电子设备结构的负载电阻(R)和电容(C)的RC时

间常量可以被保持为小于该通过时间值。例如，以1015/cm3的密度掺杂的光电二极管可以在

没有施加任何偏压的情况下具有10nF/cm2的电容。具有50ohm(欧姆)负载电阻器的小面积

光电二极管可以具有非常快的RC时间常量。面积为0.01cm2的光电二极管可以具有0.5纳秒

的RC时间常量。假设响应时间将由穿过光电二极管的最大电荷载流子通过时间限制，则扩

散速率可以为不同厚度的光电二极管的响应时间设置上限。例如，如果光电二极管具有小

于d＝100μm的厚度，则可以由以下等式(II)计算扩散通过时间，其中D是电子的扩散系数。

[0062]

[0063] 响应时间由2μs的上限约束。对于具有大约900nm的波长的光，只有大约35％的光

在首次通过时被吸收或被吸收到比100μm更薄的设备中，并且大约30％的光在第一表面处

被反射，因而给出在10％的量级或0.1A/W的灵敏度。通过利用多次内反射实现数值R＝

0.5A/W可以使灵敏度R至少增加四倍。

[0064] 在一个方面，光电二极管可以具有小于大约d＝10μm的厚度。利用以上的等式(I)，

最终得到的响应时间上限是大约20ns。对于波长为大约700nm、首次通过被吸收大约33％并

且在第一表面处被反射大约30％的光，灵敏度可以在10％的量级或0.3安培/瓦特。通过利

用本文中所述的多次内反射实现数值R＝0.6A/W可以使灵敏度R至少增加一倍。

[0065] 在一个方面，例如，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00皮秒到大约1纳秒的响应时间。在另

一方面，相对于标准硅，对于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光电子设备具有

从大约0.4A/W到大约0.55A/W的灵敏度。在又一方面，相对于标准硅，对于从大约1000nm到

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0.1A/W到大约0.55A/W的灵敏度。在另

一方面，相对于具有可比较的厚度和响应时间的硅设备，对于从大约550nm到大约1200nm的

至少一个波长，光电子设备的外部量子效率提高了至少10％。在另一方面，光电子设备具有

的数据速率大于或等于大约1Gbs。在进一步的方面，光电子设备具有的数据速率大于或等

于大约2Gbs。

[0066] 如前所述，根据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的光电子设备可以显示出与传统设备相比更低

的暗电流。尽管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但是一个示例性的原因可能是更薄的硅材料层可以具

有更少的负责生成暗电流的晶体缺陷。在一个方面，例如，光电子设备在工作期间的暗电流

是从大约100pA/cm2到10nA/cm2。在另一个方面，光电子设备在工作期间的最大暗电流小于

大约1nA/cm2。

[0067] 不同类型的硅材料是可预期的，并且认为可以包含到光电子设备中的任何材料均

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在一个方面，例如，硅材料是单晶体。在另一方面，硅材料是多晶体。在

又一方面，硅材料是微晶体。

[0068] 本发明的硅材料也可以利用多种制造工艺来制作。在某些情况下，制造步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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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设备的效率，并且可以在实现预期结果时考虑在内。示例性的制造工艺可以包括直拉

(Cz)工艺、磁场直拉(mCz)工艺、浮区(FZ)工艺、外延生长或沉积工艺等。在一个方面，硅材

料是外延生长的。

[0069] 如前所述，纹理区可以起到扩散电磁辐射、重定向电磁辐射以及吸收电磁辐射的

作用，因而增加设备的QE。纹理区可以包括用于增加硅材料的有效吸收长度的表面特征。所

述表面特征可以是圆锥体、角锥体、柱状、凸起物、显微镜头、量子点、反转特征等。诸如操纵

特征尺寸、维数、材料类型、掺杂剂分布图、纹理位置等的因素可以允许扩散区针对特定的

波长是可调节的。在一个方面，调节设备可以允许吸收特定波长或波长范围。在另一个方

面，调节设备可以允许通过滤波来减少或消除特定波长或波长范围。

[0070] 如前所述，根据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的纹理区可以允许硅材料经历入射电磁辐射在

设备内多次穿过，特别是在更长波长(即红外光)下。这种内反射使得有效吸收长度增加至

大于半导体衬底的厚度。吸收长度的这种增加将增加设备的量子效率，从而导致改进的信

噪比。纹理区可以与最接近射入的电磁辐射的表面相关联，或者纹理区可以与射入的电磁

辐射相反的表面相关联，因而允许电磁辐射在达到纹理区之前穿过硅材料。此外，纹理区可

以被掺杂。在一个方面，纹理区可以被掺杂到与硅衬底相同或相似的极性，以便在设备背面

上提供掺杂的接触区。

[0071] 纹理区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形成，包括激光法、化学蚀刻(例如，各向异性蚀刻、各向

同性蚀刻)、纳米压印光刻、额外材料沉积、反应离子蚀刻等。产生纹理区的一种有效方法是

通过激光加工。该激光加工允许为半导体衬底的离散位置提供纹理结构。形成纹理区的多

种激光加工技术是可预期的，并且能够形成该区的任何技术都应被视为在本发明的范围

内。除此以外，激光处理或激光加工可以允许增强吸收性能，并因此提高电磁辐射聚焦和检

测。

[0072] 在一个方面，例如，可以利用激光辐射来照射硅材料的目标区，从而形成纹理区。

这种加工的示例已经在美国专利7,057,256、7,354,792和7,442,629中更详细地描述，其整

体内容以参考方式合并到本申请中。简言之，利用激光辐射来照射硅材料的表面，从而形成

纹理区或表面改性区。激光加工可以在具有或不具有掺杂剂材料的情况下发生。在使用掺

杂剂的那些方面，激光可以被引导穿过掺杂剂载体并且到达硅表面上。以此方式，来自掺杂

剂载体的掺杂剂被引入硅材料的目标区。根据本发明的某些方面，加入硅材料的该区可以

具有各种优势。例如，目标区通常具有通过本文描述的机制增加激光处理区的表面积和提

高辐射吸收的可能性的纹理表面。在一个方面，该目标区是包括已经由激光纹理化生成的

微米尺寸和/或纳米尺寸的表面特征的充分纹理化表面。在另一方面，照射硅材料的表面包

括使激光辐射暴露于掺杂剂，使得辐射将掺杂剂加入半导体中。各种掺杂剂材料在本领域

中是已知的，并且在此被更详细地讨论。还应理解的是，在某些方面，此类激光加工可以在

不充分掺杂硅材料的环境中(例如，氩气气氛)发生。

[0073] 因此，通过激光处理在化学上和/或结构上改变形成纹理区的硅材料的表面，其在

某些方面可以导致形成表现为纳米结构、微米结构和/或表面的图案化区域的表面特征，以

及如果使用掺杂剂，则将这些掺杂剂加入到半导体材料中。在某些方面，这些特征的尺寸可

以是大约50nm到20um，并且可以有助于吸收电磁辐射。换句话说，纹理表面可以提高入射的

辐射被硅材料吸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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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用于对硅材料进行表面改性的激光辐射的类型可以取决于材料和预期改性。本领

域中已知的任何激光辐射都可以用于本发明的设备和方法。然而，存在许多可能影响表面

改性过程和/或最终产品的激光特性，其包括但不限于激光辐射的波长、脉冲宽度、脉冲能

流、脉冲频率、极性、激光相对于硅材料的传播方向等。在一个方面，激光器可以被配置为提

供硅材料的脉动激射。短波脉冲激光器能够生成飞秒、皮秒和/或纳秒脉冲持续时间。激光

脉冲可以具有在大约从大约10nm到大约12μm的范围内的中心波长，更具体地，从大约200nm

到大约1600nm的范围内的中心波长。激光辐射的脉冲宽度可以在从大约几十飞秒到大约几

百纳秒的范围内。在一个方面，脉冲宽度可以在从大约50飞秒到大约50皮秒的范围内。在另

一方面，激光脉冲宽度可以在从大约50皮秒到100纳秒的范围内。在另一方面，激光脉冲宽

度在从大约50飞秒到500飞秒的范围内。

[0075] 照射目标区的激光脉冲的数量可以在从大约1到大约5000的范围内。在一个方面，

照射目标区的激光脉冲的数量可以是从大约2到大约1000。进一步，脉冲的重复率或频率可

以被选择为在从大约10Hz到大约10MHz的范围内，或者在从大约1Hz到大约1MHz的范围内，

或者在从大约10Hz到大约10kHz的范围内。而且，每个激光脉冲的能流可以在从大约1kJ/m2

到大约20kJ/m2的范围内，或者在从大约3kJ/m2到大约8kJ/m2的范围内。

[0076] 各种掺杂剂是可预期的，并且可以用于对光电子设备的第一掺杂区、第二掺杂区、

纹理区或任何其他掺杂区进行掺杂的任何材料都被视为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应当注意，所

使用的特定掺杂剂可以根据激光处理的硅材料和最终硅材料的预期用途而改变。

[0077] 掺杂剂可以是电子施主或空穴施主。在一个方面，掺杂剂的非限制性示例包括S、

F、B、P、N、As、Se、Te、Ge、Ar、Ga、In、Sb及其组合。应当注意，掺杂剂的范围不仅包括掺杂剂本

身，而且包括表现为传送此类掺杂剂的材料(即掺杂剂载体)。例如，S掺杂剂不仅包括S，而

且包括能够用于将S掺杂到目标区内的任何材料，例如H2S、SF6、SO2等，包括其组合物。在一

个特定的方面，掺杂剂可以是S。硫能够以在大约5×1014和大约1×1016个离子/cm2之间的离

子剂量水平出现。含氟复合物的非限制性示例可以包括ClF3、PF5、F2SF6、BF3、GeF4、WF6、SiF4、

HF、CF4、CHF3、CH2F2、CH3F、C2F6、C2HF5、C3F8、C4F8、NF3等，包括其组合物。含硼复合物的非限制

性示例可以包括B(CH3)3、BF3、BCl3、BN、C2B10H12、硼硅酸盐、B2H6等，包括其组合物。含磷复合

物的非限制性示例可以包括PF5、PH3等，包括其组合物。含氯复合物的非限制性示例可以包

括Cl2、SiH2Cl2、HCl、SiCl4等，包括其组合物。掺杂剂还可以包括含砷复合物如AsH3等以及含

锑复合物。此外，掺杂剂材料可以包括掺杂剂组的混合物或组合物，例如含硫复合物与含氯

复合物混合起来。在一个方面，掺杂剂材料可以具有大于空气密度的密度。在一个具体方

面，掺杂剂材料可以包括Se、H2S、SF6或其混合物。在另一个具体方面，掺杂剂可以是SF6，并

且可以具有大约5.0×10-8mol/cm3到大约5.0×10-4mol/cm3的预定浓度范围。SF6气体是用

于通过激光工艺将硫加入半导体材料的良好载体，而不会对硅材料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掺杂剂还可以是n-型或p-型掺杂剂材料溶解在诸如水、酒精或酸性或

碱性溶液等溶液中的液态溶液。掺杂剂还可以是作为粉末或作为干结到晶片上的悬浮物应

用的固态材料。

[0078] 因此，可以利用电子施主种类或空穴施主种类掺杂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

促使这些区互相比较和/或与硅衬底相比变得极性更正或更负。在一个方面，例如，任一掺

杂区均可以被p-掺杂。在另一方面，任一掺杂区均可以被n-掺杂。在一个方面，例如，通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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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掺杂剂和n-掺杂剂进行掺杂可以使得第一掺杂区的极性为负且第二掺杂区的极性为正。

在某些方面，可以使用这些区的n(--)、n(-)、n(+)、n(++)、p(--)、p(+)或p(++)类型掺杂的

变体。此外，在某些方面，除了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之外还可以对硅材料进行掺杂。可

以将硅材料掺杂为具有与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中的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掺杂极性，或者

可以将硅材料掺杂为具有与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同的掺杂极性。在

一个特定方面，硅材料可以被掺杂为p-型的，而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中的一个或多个

可以是n-型的。在另一个特定方面，硅材料可以被掺杂为n-型的，而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

区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是p-型的。在一个方面，第一掺杂区或第二掺杂区中的至少一个具

有从大约0.1μm2到大约32μm2的表面积。

[0079] 在另一个方面，可以利用掺杂剂掺杂纹理区和/或硅材料的至少一部分，从而生成

背面场。背面场可以起到排斥来自设备背侧并朝向结生成的电荷载流子的作用，从而提高

采集效率和速度。增加背面场可以提高电荷载流子采集和消耗。背面场的存在还起到抑制

来自设备表面的暗电流贡献的作用。

[0080] 在另一个方面，如图3所示，光电子设备可以包括具有第一掺杂区34和与其相关联

的第二掺杂区36的硅材料32，其中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形成半导体光电二极管结。纹

理区38与硅材料耦合并且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光电子设备还可以包括用于提供

电接触至设备的一侧的第一接触端37和用于提供电接触至设备的另一侧的第二接触端39。

在一个方面，第一接触端和第二接触端的电压极性彼此相反。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方面，

第一接触端和第二接触端可以在设备的相同侧面上(未示出)。此外，支撑衬底35可以耦合

到设备，从而为其提供结构稳定性。在一个方面，接触端之一可以是纹理区的掺杂部分。可

以掺杂一部分纹理区或整个纹理区，从而产生接触端之一。

[0081] 尽管根据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的光电子设备可以在无偏压的情况下以高速工作，但

是在一个方面，反向偏压被施加在第一接触端和第二接触端之间。这一反向偏压可以起到

通过更快速地扫描来自硅材料的电荷载流子而降低设备的响应时间的作用。因此，对于使

用偏压的这些情况来说，能够扫描来自硅材料的电荷载流子的任何偏置电压被视为在本发

明的范围内。在一个方面，例如，反向偏压在大约0.001V到大约20V的范围内。在另一个方

面，反向偏压在大约0.001V到大约10V的范围内。在又一个方面，反向偏压在大约0.001V到

大约5V的范围内。在进一步的方面，反向偏压在大约0.001V到大约3V的范围内。在更进一步

的方面，反向偏压在大约3V到大约5V的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可以没有反向偏压，或换句话

说，在第一接触端和第二接触端之间施加0V电压。在这些情况下，可以通过由第一掺杂区和

第二掺杂区产生的结电势耗尽来自硅材料的电荷载流子。

[0082] 在某些方面，第一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可以在硅材料的相反侧上。例如，如图4所

示，硅材料42可以包括与硅材料的一个表面相关联的第一掺杂区44和与硅材料的相反侧面

相关联的第二掺杂区46。而且，纹理区可以与任一掺杂区相关联。例如，如图5所示，硅材料

52可以包括与硅材料的一个表面相关联的第一掺杂区54和与硅材料的相反侧面相关联的

第二掺杂区56，其中纹理区58与第一掺杂区相关联。在另一方面，纹理区与第二掺杂区相关

联(未示出)。在进一步的方面，纹理区可以与每个掺杂区相关联(未示出)。

[0083] 在另一方面，如图6所示，硅材料62可以具有在一个表面上的第一掺杂区64和第二

掺杂区66以及在相反表面上的纹理区68。在该情况下，电磁辐射69入射到具有纹理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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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材料的侧面上。在另一方面，如图7所示，硅材料72可以在与纹理区78相反的表面上具有

第一掺杂区74和第二掺杂区76。抗反射层77可以在与纹理层相反的表面上耦合到硅材料。

在某些方面，抗反射层可以位于与纹理区相同的硅材料的侧面上(未示出)。而且，在某些方

面，透镜可以光学耦合到硅材料，并且被定位成使入射的电磁辐射聚集到硅材料中。

[0084] 在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光电二极管阵列。该阵列可以包括：具有入射光表

面的硅材料；在硅材料中的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其中每个光电二极管包括形成结的第一

掺杂区和第二掺杂区；以及耦合到硅材料并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的纹理区。纹理

区可以是单个纹理区或多个纹理区。此外，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1200nm的至少一个

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二极管阵列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间和大于或等

于大约0.4A/W的灵敏度。

[0085] 例如，如图8所示，硅材料88可以包括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83，每个光电二极管都

具有第一掺杂区84和第二掺杂区86。纹理区88被定位成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图8示出了每

个光电二极管的单独纹理区。在某些方面，单个纹理区可以用于增加阵列中多个光电二极

管的吸收路径长度。而且，隔离结构57可以被定位在光电二极管之间，从而电气地和/或光

学地隔离光电二极管。在另一方面，光电二极管阵列可以电子耦合到电子电路以处理由每

个光电二极管生成的信号。

[0086] 各种类型的隔离结构都是可预期的，并且任何此类隔离结构都应视为在本发明的

范围内。隔离结构可以是浅槽隔离或深槽隔离。而且，隔离结构可以包括在传统的浅隔离和

深隔离之间的深度，具体取决于设备的设计。隔离结构可以包括介电材料、反射材料、导电

材料及其组合，包括纹理区和其他光扩散特征。因此，隔离结构可以被配置为反射入射的电

磁辐射，在某些情况下直到电磁辐射被吸收，因而增加设备的有效吸收长度。

[0087] 光电二极管阵列可以具有多种用途。例如，在一个方面，该阵列可以是成像器。可

以预期多种类型的成像器，并且任何此类成像器或成像应用都被视为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非限制性示例包括三维成像、机器视觉、夜视、安全和监视、各种商业应用、激光测距和标记

等。因此，在例如三维成像的情况下，该阵列可操作以便检测反射的光学信号和发射的光学

信号之间的相位延迟。

[0088] 举一个实例来说，各种应用可以得益于深度信息，例如免手持姿态控制、视频游

戏、医疗应用、机器视觉等。渡越时间(TOF)是被开发用于雷达和LIDAR(光探测和测距)系统

以提供深度信息的技术。TOF的基本原理涉及发送信号并测量来自目标的返回信号的特性。

所测量的特性被用于确定TOF。因此，通过使得TOF的一半与信号速度相乘获得到目标的距

离。

[0089] 图9示出了具有多个空间分离的表面的目标的飞行时间测量。等式(III)可以用于

测量到目标的距离，其中d是到目标的距离并且c是光的速度。

[0090]

[0091] 通过测量光从光源92发射、传播到目标94并从其返回所需的时间(例如，TOF)，可

以推导出光源(例如，发光二极管(LED))与目标表面之间的距离。对于成像器而言，如果每

个像素都可以执行上述TOF测量，则可以实现目标的三维成像。当目标相对接近光源时，由

于光速较大，利用TOF方法进行距离测量变得困难。因此，在一个方面，TOF测量可以利用调

说　明　书 11/14 页

16

CN 106449684 B

16



制的LED光脉冲，并且测量发射光与接收光之间的相位延迟。基于相位延迟和LED脉冲宽度，

可以推导出TOF。

[0092] TOF概念已经被用于CMOS和CCD传感器以获得来自每个像素的深度信息。在许多传

统的三维TOF传感器中，红外光LED或激光器发射经调制的光脉冲来照亮目标。测量的发射

光和接收光之间的相位偏移可以用于推导出深度信息。然而，这些方法可能具有各种棘手

的问题。例如，如果两个目标之间的TOF之差等于光源调制频率的半周期，则出现模糊(例

如，混淆现象)。为了解决模糊问题，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利用多个调制频率测量相同的场景。

此外，由于使用近红外光LED或激光器，所以通过相同的三维TOF传感器一般无法实现良好

的彩色图像，因为不能使用红外(IR)截止滤波器。另外，许多当前的三维TOF传感器以滚动

快门模式工作。在滚动快门模式中，通过垂直地或水平地扫描越过一个帧来捕获图像。已知

运动伪像伴随使用滚动快门模式的摄像机并且可能严重地降低深度图的质量。当环境光在

信号输出中生成不期望的偏移时出现另一个问题。涉及信号偏移的光子快射噪声将降低涉

及经调制的近红外(NIR)发光二极管(LED)的有用信号的信噪比(SNR)。因此，许多当前的三

维TOF成像器不能在户外工作(例如，明亮的环境光)。除了环境光之外，任何暗电流也将促

成不期望的偏移，其与正常可见像素相同。

[0093] 作为一个示例，具有增强的红外响应的三维像素如TOF三维像素可以提高深度准

确性。在一个方面，光成像器阵列可以包括彼此单片/单独地布置的至少一个三维红外光检

测像素和至少一个可见光检测像素。图10a-c示出此类阵列的像素布置的非限制性示例配

置。

[0094] 图10a示出了具有红色像素102、蓝色像素104和绿色像素106的像素阵列布置的一

个示例。此外，还包括在光谱的红外区具有增强的灵敏度或可检测能力的两个三维TOF像素

(108和109)。两个三维像素的组合允许更好的深度感知。在图10b中，所示的像素布置包括

图10a中所描述的成像器，以及红色像素、蓝色像素和两个绿色像素的三个阵列。本质上，一

个TOF像素(108和109)替换RGGB像素设计的四分之一。在该配置中，增加一些绿色像素允许

捕获更多人眼所需的绿色灵敏度所需的绿色波长，与此同时捕获用于深度感知的红外光。

应当注意，本发明的范围不应被像素阵列的数量或布置方式所限制，并且任何数量和/或布

置方式都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图10c示出了根据另一方面的像素的另一种布置。

[0095] 可以预期各种成像器配置和部件，并且任何此类成像器配置和部件都应视为在本

发明的范围内。这些部件的非限制性示例可以包括载体晶片、抗反射层、电介质层、电路层、

通孔(via)、传输门、红外滤波器、颜色滤波器阵列(CFA)、红外截止滤波器、隔离特征等。此

外，这些设备可以具有光吸收特性和元件，其在2010年9月17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2/

885,158中已经公开，该申请的整体内容以参考方式合并于此。

[0096] 如前所述，TOF像素可以具有关于像素(on-pixel)的光学窄带带通滤波器。窄带带

通滤波器设计可以匹配经调制的光源(LED或激光器)发射光谱，并且可以显著降低不期望

的环境光，这可能进一步提高经调制的红外光的信噪比。提高红外QE的另一个益处是用于

高速三维图像捕获的高帧速操作的可能性。集成的红外截止滤波器可以允许具有高保真颜

色渲染的高质量可见图像。将红外截止滤波器集成到传感器芯片上还可以降低摄像机模块

的总系统成本(由于去除了典型的IR滤光镜)并精简模块轮廓(对移动应用有好处)。

[0097] 由于速度和检测被提高，QE增强的成像器的厚度和灵敏度可能对TOF像素操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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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影响。增大的QE将促使图像信噪比更高，这将大大降低深度误差。此外，厚度小于大

约100μm的硅材料的增大的QE可以允许像素降低信号的扩散分量，从而可以提高电荷采集

和转移速度，这对TOF像素操作是有好处的。一般地，在像素内产生的光生载流子将取决于

两种采集机制：漂移和扩散。对于波长较短的光，大多数电荷载流子将在设备的浅区和二极

管的耗尽区内生成。这些载流子可以通过漂移相对快速地采集。对于红外光，大多数光生载

流子在硅材料内的更深处生成。为了实现更高的QE，一般使用较厚的硅层。因此，大多数电

荷载流子将在二极管的耗尽区外生成，并且将依赖于扩散进行采集。然而，对于三维TOF像

素，光生载流子的快速采样是有利的。

[0098] 对于根据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的设备，在硅材料的薄(即，小于100μm)层内可以实现

高QE。因此，可以通过漂移机制采集生成的基本所有载流子。这允许快速电荷采集和转移。

[0099] 图1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的允许全局快门操作的六晶体管(6-T)结构的

示例性示意图。该像素可以包括光电二极管(PD)、全局复位(Global_RST)、全局传输门

(Global_TX)、存储节点、传输门(TX1)、复位(RST)、源跟踪器(SF)、浮动扩散(FD)、行选择晶

体管(RS)、电源(Vaapix)和电压输出(Vout)。由于使用额外的传输门和存储节点，因此允许

相关双采样(CDS)。因此，读噪声应当能够匹配典型的CMOS  4T像素。

[0100] 图1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的三维TOF像素的示例性示意图。该三维TOF像

素可以具有11个晶体管以便完成目标的深度测量。在该实施例中，三维像素可以包含光电

二极管(PD)、全局复位(Global_RST)、第一全局传输门(Global_TX1)、第一存储节点、第一

传输门(TX1)、第一复位(RST1)、第一源跟踪器(SF1)、第一浮动扩散(FD1)、第一行选择晶体

管(RS1)、第二全局传输门(Global_TX2)、第二存储节点、第二传输门(TX2)、第二复位

(RST2)、第二源跟踪器(SF2)、第二浮动扩散(FD2)、第二行选择晶体管(RS2)、电源(Vaapix)

和电压输出(Vout)。其他晶体管可以包括在该三维结构中，并且应当视为在本发明的范围

内。具有11个晶体管的特定实施例可以由于全局快门操作而减少运动伪像，因而提供更准

确的测量。

[0101] 如前所述，光电二极管阵列可以用于各种通信应用。例如，该阵列可以用于检测脉

冲光信号。这些脉冲光信号可以用于高速传输数据。通过利用具有快速响应时间的光电二

极管，可以检测非常短的脉冲宽度，因而提高数据通信的速度。在一个方面，例如，脉冲光信

号可以具有从大约1飞秒到大约1微秒的脉冲宽度。在另一方面，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可操

作以便以至少1Gbps的速度发射数据。在另一方面，至少两个光电二极管可操作以便以至少

2Gbps的速度发射数据。

[0102] 在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形成方形光电二极管阵列(方形阵列)的四光电二极管阵

列。方形阵列可以用于多种应用，包括通信、激光测距、激光准直等。在某些方面，四个光电

二极管可以具有一致的光响应，或换句话说，四个光电二极管对于相同的波长范围是选择

性的。也可能有益的是，方形阵列中的光电二极管之间只有很少或没有电串扰和/或光学串

扰。为此，有利的是，隔离结构可以布置在光电二极管之间。一些应用也可以得益于根据本

发明的某些方面的光电二极管的高速工作。图13和图4示出了方形阵列的示例性配置。图13

示出了包括硅材料132和掺杂区134的四个光电二极管130的方形阵列。掺杂区是由形成结

的多个掺杂区组成的。隔离结构136位于光电二极管之间，从而电气和/或光学隔离光电二

极管以免不期望的串扰。图14示出圆形配置中的相似布置。该阵列包括四个光电二极管

说　明　书 13/14 页

18

CN 106449684 B

18



140，其中每个光电二极管140包括硅材料142、掺杂区144和隔离结构146。除了本文中讨论

的这些材料之外，隔离结构可以包括用于电隔离的电介质材料和对入射到沟槽壁上的光具

有高反射率的金属材料。在一个方面，可以比硅材料更重地掺杂隔离区之间的二极管的侧

面和表面，从而约束在带边沿处的费米能级(Fermi  level)并减少暗电流。光电二极管还可

以包括与硅材料相反的导电类型的掩埋层。在某些方面，硅材料的掺杂可以保持为较低并

且厚度可以变薄，从而提供对光信号更快的响应时间。纹理区可以起到向后散射穿过硅材

料的光的作用，因而提高近红外灵敏度。

[0103] 在另一个方面，提供一种提高光电子设备的速度的方法。如图15所示，该方法可以

包括对硅材料中的至少两个区进行掺杂以形成至少一个结152，以及使得硅材料具有纹理

结构，从而形成定位成与电磁辐射154相互作用的纹理区。对于具有从大约800nm到大约

1200nm的至少一个波长的电磁辐射，该光电子设备具有从大约1皮秒到大约5纳秒的响应时

间和大于或等于大约0.4A/W的灵敏度。

[0104] 当然，理解的是，以上所述的布置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原理的应用。在不偏离

本发明的精神和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想许多修改和变化布置，并且

希望随附的权利要求涵盖这些修改和变化。因此，虽然以上结合目前被认为是本发明的最

实际和最优选的实施例特别详细地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

偏离本文中阐述的原理和概念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改进，包括但不限于尺寸变化、材料

变化、形状变化、形态变化、功能和操作方式变化、装配及用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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