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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及其

制备方法，属于半导体激光器领域。本发明的主

要结构包括VCSEL阵列和柔性基底，所述VCSEL阵

列是由柔性VCSEL单元组成，去除衬底后器件激

射波长可为紫外光至红外光。其制备方法包括：

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在所述VCSEL阵列

单元上制备上电极，并实现电极互连；在所述上

电极上粘接嫁接基底；剥离所述外延结构的衬

底；制备下电极并形成欧姆接触；将所述下电极

与柔性基底粘接，并去除所述嫁接基底。本发明

提供的激光器具可弯曲形变、环境适应力强、制

备工序简便、可实现大面阵集成、亦可实现不同

阵列单独控制、通过压力形变实现偏振模式选择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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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包括：

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

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上制备上电极(11)，并实现电极互连；

在所述上电极(11)上粘接嫁接基底(10)；

剥离所述外延结构的衬底(8)；

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底部制备下电极(13)并形成欧姆接触；

将所述下电极(13)与柔性基底(14)粘接，并去除所述嫁接基底(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VCSEL阵

列单元外延结构包括：

在衬底(8)上生长VCSEL外延结构；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制备光刻掩膜图形，以定义出VCSEL阵列单元结构的台面；

制备光学电学限制层(4)形成孔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长VCSEL外

延结构包括：生长腐蚀停止层(7)、下电极接触层(6)、下DBR(5)、光学电学限制层(4)、有源

层(3)、上DBR(2)和上电极接触层(1)；其中，所述腐蚀停止层(7)生长在所述衬底(8)上，所

述下电极接触层(6)生长在所述生长腐蚀停止层(7)上，所述下DBR(5)生长在所述下电极接

触层(6)上，所述光学电学限制层(4)生长在所述下DBR(5)与所述有源层(3)之间和/或所述

有源层(3)与所述上DBR(2)之间，所述上电极接触层(1)生长在所述上DBR(2)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VCSEL有源区

(3)激射波长为紫外至红外。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长上DBR

(2)和下DBR(5)为GaAs与A1GaAs材料或A1AsSb与GaSb材料交替生长。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光学电

学限制层孔径(4)的方法为湿法氧化或者质子注入，且所述孔径为菱形或圆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VCSEL阵列

单元上生长上电极(11)，并实现电极互连包括：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表面生长上电极(11)，并形成欧姆接触；

在所述阵列单元台面侧壁由SiO2或SiNx做钝化层，并在各阵列单元间填充柔性聚合物

(12)或上电极(11)的金属材料；

通过互连电极(9)或上电极(11)自身图形使上电极(11)实现电极互连；

在柔性材料表面，阵列外侧形成互连线和接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上电极

(11)上粘接嫁接基底(10)包括：在所述VCSEL阵列表面旋涂柔性绝缘材料或者光刻胶，使其

与嫁接基底(10)粘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涂的柔性

绝缘材料为含有萘醌及其衍生物的光刻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10.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柔性基底(14)和柔性VCSEL阵列单元；

其中，所述柔性VCSEL阵列的各单元分布在所述柔性基底(14)上。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基底(14)为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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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属材料或形状记忆聚合物。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柔性VCSEL及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VCSEL阵列单元图形

设计，实现单面或者双面电极控制。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金属软材料为

金锡混合金属、铟锡混合金属、铟、铜或铝。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形状记忆聚合物材

料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乙烯、醋酸乙烯酯聚二甲基硅氧烷、脂肪族或芳香族无规共聚聚

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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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VCSEL阵列器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电子器件制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半导体激光器作为一种新型光源，在众多加工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其

结构紧凑、光束质量好、寿命长及性能稳定等优势受到青睐，主要作为光纤激光器的泵浦

源、固体激光器泵浦源，也可直接应用于激光医疗，材料处理如熔覆、焊接等领域。目前半导

体激光器在整个激光领域中发展相对较快，半导体激光器本身的可拓展方向很多，在功率，

波长、工作方式等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半导体激光器自身丰富的特质电使其应用领域较

其它种类激光器更广泛，除了泵浦固体、光纤激光器之外，还直接应用于光通讯、材料加工、

医疗等很多领域，并且应用领域还在不断扩展，比如近年来引起人们关注的激光雷达、光存

储、光陀螺、激光打印、激光显示、传感等，并且新应用也在不断出现。而VCSEL具有体积小、

圆形输出光斑、单纵模输出、阈值电流小、价格低廉、易集成为大面积阵列等优点，广泛应用

与光通信、光互连、光存储等领域。

[0003] 当前的紫外光至红外光激光器主要都是基于半导体材料制备而成，材料和结构都

属刚性，不可形变。随着对半导体激光器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在生态保护、军事国防、航空

航天等方面，对全方位监控系统等要求的显著提高，对能满足复杂环境的超强适应性，小型

化、便携化、低功耗的半导体激光器提出了新的要求。

[0004] 集成系统中光电器件(如VCSEL)的微型化，按照一系列力学结构设计将其固定在

柔性基体材料上，精妙的设计使得原本刚性的激光器件在无需改变材料本身的条件下，实

现宏观尺度下的柔性，并且在不同的环境刺激下能实时形变，可实现器件集成的可塑性、提

供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发明内容

[0005]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鉴于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及其制备方法，以至少

部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包括：

[0009] 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

[0010] 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上制备上电极，并实现电极互连；

[0011] 在所述上电极上粘接嫁接基底；

[0012] 剥离所述外延结构的衬底；

[0013] 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底部制备下电极并形成欧姆接触；

[0014] 将所述下电极与柔性基底粘接，并去除所述嫁接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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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包括：

[0016] 在衬底上生长VCSEL外延结构；

[0017]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制备光刻掩膜图形，以定义出VCSEL阵列单元结构的台面；

[0018] 制备光学电学限制层形成孔径。

[0019]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生长VCSEL外延结构包括：生长腐蚀停止层、下电极

接触层、下DBR、光学电学限制层、有源层、上DBR和上电极接触层；其中，所述腐蚀停止层生

长在所述衬底上，所述下电极接触层生长在所述生长腐蚀停止层上，所述下DBR生长在所述

下电极接触层上，所述光学电学限制层生长在所述下DBR与所述有源层之间和/或所述有源

层与所述上DBR之间，所述上电极接触层生长在所述上DBR上。

[0020]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VCSEL有源区激射波长为紫外至红外。

[0021]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生长上DBR和下DBR为GaAs与AlGaAs材料或AlAsSb与

GaSb材料交替生长。

[0022]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备光学电学限制层孔径的方法为湿法氧化或者质

子注入，且所述孔径为菱形或圆形。

[0023]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上生长上电极，并实现电极互连包

括：

[0024]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表面生长上电极，并形成欧姆接触；

[0025] 在所述阵列单元台面侧壁由SiO2或SiNx做钝化层，并在各阵列单元间填充柔性聚

合物或上电极的金属材料；

[0026] 通过互连电极或上电极自身图形使上电极实现电极互连；

[0027] 在柔性材料表面，阵列外侧形成互连线和接口。

[0028]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在所述上电极上粘接嫁接基底包括：在所述VCSEL阵列表

面旋涂柔性绝缘材料或者光刻胶，使其与嫁接基底粘接。

[0029]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旋涂的柔性绝缘材料为含有萘醌及其衍生物的光刻

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003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柔性基

底和柔性VCSEL阵列单元；其中，所述柔性VCSEL阵列的各单元分布在所述柔性基底上。

[0031]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柔性基底为柔性金属材料或形状记忆聚合物。

[0032]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通过VCSEL阵列单元图形设计，实现单面或者双面电极控

制。

[0033]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柔性金属软材料为金锡混合金属、铟锡混合金属、

铟、铜或铝。

[0034] 在进一步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乙烯、醋

酸乙烯酯聚二甲基硅氧烷、脂肪族或芳香族无规共聚聚酯。

[0035] (三)有益效果

[0036] 本发明提出的柔性VCSEL阵列器件及其制备方法，具备以下优势：

[0037] (1)在本发明中，通过改变外延材料体系，可以实现紫外光至红外激光输出。

[0038] (2)在本发明中，通过改变光学电学限制层图形及尺寸，实现单模或者多模的激光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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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3)在本发明中，可以实现大面积阵列集成，也可实现单排阵列单独控制。

[0040] (4)本发明为柔性光电器件，可通过压力形变实现偏振模式选择。

[0041] (5)本发明可与传感器、探测器等器件集成，可根据实际要求实现大面积阵列集

成。

[0042] (6)本发明在制备工序上操作简单，形状可以任意设计，具有对复杂环境的超强适

应性，实现小型化、便携化、低功耗等，可实现器件集成的可塑性、提供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VCSEL外延片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2a-图2c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在柔性衬底上制备VCSEL阵列示意图；

[004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7] 需要说明的是，在附图或说明书描述中，相似或相同的部分都使用相同的图号。附

图中未绘示或描述的实现方式，为所属技术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所知的形式。另外，虽然本

文可提供包含特定值的参数的示范，但应了解，参数无需确切等于相应的值，而是可在可接

受的误差容限或设计约束内近似于相应的值。实施例中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

“前”、“后”、“左”、“右”“顶”“底”等，仅是参考附图的方向，并非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004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制备方法，如图2a-图2c

以及图3所示，包括：

[0049] 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

[0050] 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上制备上电极11，并实现电极互连；

[0051] 在所述上电极11上粘接嫁接基底10，形成倒装柔性VCSEL阵列器件；

[0052] 剥离所述外延结构的衬底8；

[0053] 制备下电极13并形成欧姆接触；

[0054] 将所述下电极13与柔性基底14粘接，并去除所述嫁接基底10，形成正装柔性VCSEL

阵列器件。

[005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制备VCSEL阵列单元外延结构包括：

[0056] 在衬底8上生长VCSEL外延结构；

[0057]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制备光刻掩膜图形，以定义出VCSEL阵列单元结构的台面；

[0058] 制备光学电学限制层4形成孔径。

[0059] 其中，所述衬底8为适合用于VCSEL器件生长材料的衬底即III-V族半导体衬底，其

材料为：GaAs、InP、GaSb或GaN。

[0060] 其中，所述生长VCSEL外延结构的方法为金属氧化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方法或

分子束外延(MBE)方法。其中，如图1所示，所述生长VCSEL外延结构包括：生长腐蚀停止层7、

下电极接触层6、下DBR5、光学电学限制层4、有源层3、上DBR2和上电极接触层1；其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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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停止层7生长在所述衬底8上，所述下电极接触层6生长在所述生长腐蚀停止层7上，所

述下DBR5生长在所述下电极接触层6上，所述光学电学限制层4生长在所述下DBR5与所述有

源层3之间和或所述有源层3与所述上DBR2之间，所述上电极接触层1生长在所述上DBR2上。

[0061] 其中，所述生长上DBR2和下DBR5为使用GaAs与AlGaAs材料或AlAsSb与GaSb材料或

GaN与InGaN材料或InP与InAlP/InGaAsP材料交替生长。其中，所述VCSEL有源区激射波长紫

外至红外。

[0062] 其中，所述制备光学电学限制层孔径的方法可以为但不局限于湿法氧化或者质子

注入方法，且所述孔径可以为但不局限于菱形或圆形，所述且所述VCSEL阵列器件可通过调

整光学电学限制结构尺寸实现单模或多模激光输出。

[0063]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VCSEL阵列单元上生长上电极11，并实现电极互连包括：

[0064] 在所述外延结构上表面生长上电极11，并形成欧姆接触；

[0065] 在所述阵列单元台面侧壁由SiO2或SiNx做钝化层，并在各阵列单元间填充柔性聚

合物12或上电极11的金属材料；

[0066] 通过互连电极9或上电极11自身图形使上电极11实现电极互连；

[0067] 在柔性材料表面，阵列外侧形成互连线和接口。

[0068]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上电极11上粘接嫁接基底10包括：在所述VCSEL阵列表面旋

涂柔性绝缘材料或者光刻胶，使其与嫁接基底10粘接。其中，所述旋涂的柔性绝缘材料为含

有萘醌及其衍生物的光刻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等。

[0069] 在本实施例中，对倒装阵列来说，在阵列表面进行柔性绝缘材料旋涂，使柔性基底

与阵列相连；对正装阵列来说，在阵列表面旋涂高温光刻胶或高温聚合物，使其与嫁接衬底

相连

[007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剥离所述外延结构的衬底8为采用但不局限于湿法腐蚀、干法

刻蚀、化学研磨或激光剥离的方式，实现阵列外延衬底8和腐蚀停止层7剥离。其中，所述腐

蚀停止层7可便于衬底8的剥离，其材料为AlAs或GaInP。

[007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柔性VCSEL阵列器件，包括：柔性基底14和

柔性VCSEL阵列单元；其中，所述各柔性VCSEL阵列单元分布在所述柔性基底14上。

[0072] 其中，所述柔性VCSEL阵列单元为由上述制备方法制备而成的柔性VCSEL阵列单

元。

[0073] 所述柔性基底14作为本器件制作中可以形变的载体，其材料为柔性材料金属或形

状记忆聚合物。

[0074] 此外，在本发明中，所述柔性金属软材料为铜片或铝片等延展性金属，可实现单面

或者双面电极控制；所述形状记忆聚合物材料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乙烯与醋酸乙烯酯共

聚物等或其他柔性材料如聚二甲基硅氧烷、脂肪族或芳香族无规共聚聚酯等。

[0075] 本发明提供的柔性VCSEL阵列激光器器件具可弯曲形变、环境适应力强、制备工序

简便、可实现大面阵集成、亦可实现不同阵列单独控制、通过压力形变实现偏振模式选择等

特点。本发明制备的柔性VCSEL阵列激光器器件在很多领域具有应用前景，如全方位监控、

生物医学、激光雷达、激光泵浦和光纤通信等。

[0076]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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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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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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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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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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