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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盐掺杂P型有机薄膜

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所述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具有顶栅底接触结构。其制备方法首先在玻璃衬

底上通过掩膜版制备一层金作为源极和漏极，再

在金电极上利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一层有机盐掺

杂后的P型有机半导体有源层，并在有源层上旋

涂一层介电材料作为绝缘层，最后通过掩膜版在

绝缘层表面制备铝形成栅电极。该方法所制备的

有机薄膜晶体管相较于传统有机薄膜晶体管，其

开关比和载流子迁移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器件

的阈值电压和接触电阻大幅减小。本发明提升了

顶栅底接触结构的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

能，具有成本低廉、工艺步骤简单且广泛适用于P

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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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盐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具体

步骤：

步骤1：溶液的制备

A1：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的半导体溶液配置

将有机盐C32H12BF20N与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以1wt%的质量百分比溶解在有机溶剂中，然

后混合以制成质量体积比为3mg/ml的半导体溶液；其中，所述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为：苯并

噻二唑聚合物(IDT‑BT)；所述有机溶剂为氯苯；

A2：绝缘层溶液的配置

将绝缘层材料与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以80mg/ml的质量体积比进行配置；其中，所述绝

缘层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聚甲基丙烯酸酯、聚苯乙烯或全氟（1‑丁基乙烯醚）聚合物，与水

具有至少90度接触；所述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为乙酸丁酯；

A3：溶液的溶解

将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的半导体溶液与绝缘层溶液分别放在加热板上80℃静置溶解

24小时；

步骤2：器件的制备

B1：衬底的清洗

选择绝缘衬底，将衬底依次放置于去离子水、丙酮、酒精中，分别用超声清洗机清洗10

分钟，然后用氮气枪吹干；

B2：源漏电极的制备

采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真空10‑5~10
‑4Pa条件下，利用不锈钢掩膜版在衬底上蒸镀

厚度为30纳米的金作为源漏电极；其中，热蒸镀电流为100‑160  A，速率为0.01‑0.05  nm/s；

B3：半导体薄膜的制备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半导体溶液在衬底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在500rpm的转速

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40‑8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涂半导体

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100℃加热120分钟；制备的半导体薄膜厚度范围为35~45

纳米，即为有源层；

B4：绝缘层薄膜的制备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绝缘层溶液在半导体薄膜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先在

500rpm的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6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

涂绝缘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80℃加热20小时；

B5：栅极的制备

采用不锈钢掩膜版，通过光学显微镜校准，使不锈钢掩膜版的开口位置与源极和漏极

之间的沟道对应，再利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绝缘层上表面制备厚度为60纳米的铝膜作

为栅电极，得到所述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1中，所述绝缘衬底为玻璃、二氧

化硅或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

3.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得的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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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盐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子材料与器件技术和信息显示等领域，尤其是一种有机盐

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使用有机半导体作为薄膜晶体管中的有源层在近三十年来获了广泛的关注，以共

轭聚合物、低聚合物和融合芳烃作为半导体材料的有机薄膜晶体管相对于采用无机半导体

的场效应晶体管有特殊的优势，例如可用于大面积、柔性、低温加工（接近室温）、低成本和

透明的新型薄膜晶体管的制作。有机薄膜晶体管可应用于平板显示器的驱动电路作为记忆

组件用于交易卡和身份识别器以及智 能卡等、互补逻辑电路、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和可贴

式传感器、无线射频识别标签等领域。

[0003] 提升有机薄膜晶体管性能参数的方法有设计和合成新的有机半导体、改善半导体

分子的取向和薄膜结晶度、半导体和绝缘聚合物共混以及掺杂等。设计和合成方法通常需

要精确的设置和对半导体沉积准确的控制，因此限制了这种方法的大规模应用。此外，通过

半导体和绝缘体的共混的方法以调节膜中的形态或相分离尚有局限还未广泛运用于改善

性能。掺杂是提升有机薄膜晶体管性能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其工艺方法简单、成本低廉，适

用性广的优势吸引着研究人员的注意。

[0004] 国际上通过掺杂可诱导有机半导体中更多自由电荷载流子的形成或陷阱的钝化，

在某些化学掺杂的有机半导体中也观察到了载流子迁移率提升。但是掺杂会同时引起电荷

在有机半导体中传输的不利，导致电流开关比上升或其他影响。制备获得性能提升并且开

关电流比不会被牺牲、而是保持不变甚至变得更好的有机薄膜晶体管，对于其应用层面是

非常重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及其制备

方法。其制备方法适用的有机薄膜晶体管为顶栅底接触结构，晶体管由上至下依次是栅极、

介电层、P型半导体有源层、源/漏电极以及衬底。该方法在有机薄膜晶体管制备源/漏电极

完毕后，通过掩膜版对准方式，在源/漏电极表面形成一层掺杂层，通过该掺杂层对P型有机

薄膜晶体管实现沟道掺杂，提高了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

[0006] 实现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08] 步骤1：溶液的制备

[0009] A1：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的半导体溶液配置

[0010] 将有机盐C32H12BF20N与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以1wt%的质量百分比溶解在溶剂中，然

后混合以制成质量体积比为3mg/ml的半导体溶液；其中，所述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为：苯并

噻二唑聚合物  (IDT‑BT)；所述有机溶剂为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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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A2：绝缘层溶液的配置

[0012] 将绝缘层材料与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以80  mg/ml的质量体积比进行配置；其中，

所述绝缘层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聚甲基丙烯酸酯、聚苯乙烯或全氟（1‑丁基乙烯醚）聚合

物，与水具有至少90度接触；所述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为乙酸丁酯；

[0013] A3：溶液的溶解

[0014] 将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的半导体溶液与绝缘层溶液分别放在加热板上80℃静置

溶解24小时；

[0015] 步骤2：器件的制备

[0016] B1：衬底的清洗

[0017] 选择绝缘衬底，将衬底依次放置于去离子水、丙酮、酒精中，分别用超声清洗机清

洗10分钟，然后用氮气枪吹干；

[0018] B2：源漏电极的制备

[0019] 采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真空10‑5~10
‑4Pa条件下，利用不锈钢掩膜版在衬底

上蒸镀厚度为30纳米的金作为源漏电极；其中，热蒸镀电流为100‑160  A，速率为0.01‑0.05 

nm/s；

[0020] B3：半导体薄膜的制备

[0021]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半导体溶液在衬底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在500rpm的

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40‑8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涂半

导体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100  ℃加热120分钟；制备的半导体薄膜厚度范围为

35~45纳米，即为有源层。

[0022] B4：绝缘层薄膜的制备

[0023]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绝缘层溶液在半导体薄膜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先在

500rpm的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6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

涂绝缘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80  ℃加热20小时；

[0024] B6：栅极的制备

[0025] 采用不锈钢掩膜版，通过光学显微镜校准，使不锈钢掩膜版的开口位置与源极和

漏极之间的沟道对应，再利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绝缘层上表面制备厚度为60纳米的铝

膜作为栅电极，得到所述铟掺杂N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0026] 步骤A2中，所述高分子聚合物为聚甲基丙烯酸酯、聚苯乙烯或全氟（1‑丁基乙烯

醚）聚合物，与水具有至少90度接触角。

[0027] 步骤B1中，所述绝缘衬底为玻璃、二氧化硅或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

[0028] 本发明所制备的有机薄膜晶体管相较于传统有机薄膜晶体管，其器件开关比和载

流子迁移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器件的阈值电压和接触电阻大幅减小。本发明提升了顶栅

底接触结构的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具有成本低廉、工艺步骤简单以及广泛适用

于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对比例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的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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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对比例的方法以及本发明方法所制备的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转移特性曲

线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通过制备混合的有机盐C32H12BF20N和P型半导体材料成为溶液形成对半导

体有源层进行电荷转移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作为活性很高的掺杂剂降低了有机半导体

的活化能，增大了电荷转移和注入，提高了P型有机半导体薄膜的载流子浓度，从而使得有

机薄膜晶体管的开关比、迁移率得到显著提高，且器件的阈值电压和接触电阻显著减小。因

此通过本发明，可使得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大幅提升。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4] 以下本发明提供优选实施例，但不应该被认为仅限于在此阐述的实施例，凡依本

发明申请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0035] 对比例

[0036] 未掺杂的传统有机薄膜晶体管制备

[0037] A1：半导体溶液的配置

[0038] 将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与有机溶剂以3mg/ml的质量体积比进行配置；其中，所述P

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为：苯并噻二唑聚合物  (IDT‑BT)；所述有机溶剂为氯苯；

[0039] A2：绝缘层溶液的配置

[0040] 将绝缘层材料与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以80  mg/ml的质量体积比进行配置；其中，

所述绝缘层材料为聚乙烯（PS）；所述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为乙酸丁酯；

[0041] A3：溶液的溶解

[0042] 将配置的半导体溶液与绝缘层溶液分别放在加热板上80℃静置溶解24小时；

[0043] 步骤2：器件的制备

[0044] B1：衬底的清洗

[0045] 选择绝缘衬底，将衬底依次放置于去离子水、丙酮、酒精中，分别用超声清洗机清

洗10分钟，然后用氮气枪吹干；

[0046] B2：源漏电极的制备

[0047] 采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真空条件下（10‑4Pa）利用不锈钢掩膜版在衬底上蒸

镀厚度为30纳米的金作为源漏电极；其中，热蒸镀电流为100‑160  A，速率为0.01‑0.05  nm/

s；

[0048] B3：半导体薄膜的制备

[0049]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半导体溶液在衬底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在500rpm的

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40‑8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涂半

导体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100  ℃加热退火120分钟；制备的半导体薄膜厚度范

围为35~45纳米，即为有源层；

[0050] B4：绝缘层薄膜的制备

[0051]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绝缘层溶液在半导体薄膜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先在

500rpm的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6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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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绝缘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80  ℃加热退火20小时；

[0052] B5：栅极的制备

[0053] 通过光学显微镜的校准，使不锈钢掩膜版的开口位置与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沟道对

应，再利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绝缘层上表面制备厚度为60纳米的铝作为栅电极，得到

传统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0054] 如图1所示，图1为依照对比例制备的传统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实施例

[0055] A1：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的半导体溶液配置

[0056] 将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与有机盐C32H12BF20N以1wt%的质量百分比溶解在溶剂中，然

后混合以制成质量体积比为3mg/ml的半导体溶液；其中，所述P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为：苯并

噻二唑聚合物  (IDT‑BT)；所述有机溶剂为氯苯；

[0057] A2：绝缘层溶液的配置

[0058] 将绝缘层材料与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以80  mg/ml的质量体积比进行配置；其中，

所述绝缘层材料为聚乙烯（PS）；所述高溶解性的有机溶剂为乙酸丁酯；

[0059] A3：溶液的溶解

[0060] 将配置的半导体溶液与绝缘层溶液分别放在加热板上80℃静置溶解24小时；

[0061] 步骤2：器件的制备

[0062] B1：衬底的清洗

[0063] 选择绝缘衬底，将衬底依次放置于去离子水、丙酮、酒精中，分别用超声清洗机清

洗10分钟，然后用氮气枪吹干；

[0064] B2：源漏电极的制备

[0065] 采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真空条件下（10‑4Pa）利用不锈钢掩膜版在衬底上蒸

镀厚度为30纳米的金作为源漏电极；其中，热蒸镀电流为100‑160  A，速率为0.01‑0.05  nm/

s；

[0066] B3：半导体薄膜的制备

[0067]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半导体溶液在衬底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在500rpm的

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40‑8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涂半

导体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100  ℃加热退火120分钟；制备的半导体薄膜厚度范

围为35~45纳米，即为有源层；

[0068] B4：绝缘层薄膜的制备

[0069] 通过移液枪将已配置好的绝缘层溶液在半导体薄膜上表面铺满，采用旋涂仪先在

500rpm的转速下匀胶5秒，再在2000rpm的转速下匀胶60秒；在纯氩气环境下，将本步骤中旋

涂绝缘层完毕的样品放置于加热板上以80  ℃加热退火20小时；

[0070] B5：栅极的制备

[0071] 通过光学显微镜的校准，使不锈钢掩膜版的开口位置与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沟道对

应，再利用真空热蒸发镀膜技术在绝缘层上表面制备厚度为60纳米的铝作为栅电极，得到

所述的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

[0072] 如图2所示，图2为本实施例制备的有机盐C32H12BF20N掺杂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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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结构示意图；

[0073] 图3为分别为对比例与实施例所得有机薄膜晶体管的饱和区转移特性曲线对比

图。参阅图3可得，实施例制备的晶体管其饱和区转移特性曲线有非常大的改善。为详细统

计其具体电学参数的改变，表1列出了两种器件的开关比、迁移率、亚阈值摆幅以及阈值电

压等电学参数。对于未掺杂的传统有机薄膜晶体管，其开关比为8×104、迁移率为1.01平方

厘米/  (伏特·秒)、接触电阻为6×105欧姆、阈值电压为‑37.05伏特，而对于掺杂后的有机

薄膜晶体管，其开关比为1.6×105、迁移率为4.00平方厘米/  (伏特·秒)、接触电阻为2×

105欧姆、阈值电压为‑15.86伏特。因此，从四个晶体管核心电学参数指标可以观察到，经本

发明制备的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对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进

一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074] 掺杂有机盐C32H12BF20N在P型有机半导体内产生有利的电荷注入并且填充了有机

半导体的尾带，从而钝化陷阱和增加载流子迁移率是促使晶体管性能优化的主要原因。实

际上，具有高迁移率、空气稳定、可溶液法制备的P型半导体材料十分短缺，未掺杂的传统P

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性能明显落后于无机薄膜晶体管，大大限制了以有机薄膜晶体管为基

础的柔性电子器件及有机集成电路的发展。而经过本发明方法掺杂后的P型有机薄膜晶体

管，有机半导体的活化能降低，从而使得接触电阻减小并且提升了迁移率；同时有机盐

C32H12BF20N具有空穴注入的作用，从而增大了沟道中的载流子浓度，钝化了陷阱，降低了阈

值电压，增大了开关比，使得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参阅表1可

得，通过本发明制备的晶体管开关比为传统方法制备的器件的2倍，载流子迁移率提高到传

统器件的4倍，且其阈值电压与接触电阻都得到了明显的减小。

[0075] 因此，通过本发明，可以大幅提高P型有机薄膜晶体管的电学性能，对实现有机薄

膜晶体管的大规模商业应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076] 表1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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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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