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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技术正在融入CMOS
兼容的硅光子平台

作者：Karim Hassan, CEA-Leti研究员兼项目经理

硅光子技术无疑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第一阶段，因为如今可以在用于数据中心内

部和数据中心之间的高速率数据通信的商业产品中发现它的踪影。为了实现诸

如机架内部通信之类产品的大规模市场化，需要解决三个主要挑战：封装，能

耗和激光器集成。

材料直接键合在图案化硅的顶部，从而实现与 III-V 族增

益材料（这些材料仍然是实现半导体激光源的首选材料）

的结合。在大多数情况下，随后的激光器演示均依赖于

CMOS 兼容的硅器件工艺，随后是采用小型的 III-V 族晶

圆生产线（通常小于 4 英寸晶圆）进行的工艺步骤。通过

这样的集成，基于 CMOS 平台和大晶圆形式的硅光子器

件成本优势是无法体现的。

关于 III-V 族材料集成的问题，超出了在 CMOS 工艺

将
光子技术融合到 CMOS 兼容的硅光子平台中，仍然

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挑战，该技术可以同时用于光纤

高速通信领域的数个制造供应链和工业产品中。

如今，电路设计工具已经可以在多个软件平台上实

施。但是，硅光子器件则仍然缺乏集成的光源。现有的封

装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将 III-V 族激光源与硅光子集成电

路相结合的直接方法，从而以高成本和小批量生产为代价，

用来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使用 III-V 族

图1.在200mm CMOS工艺线上制造的硅上III-V族激光器的示意图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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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引入材料的范围。实际上，诸如在 III-V 族化合物上

通过 CMOS 工艺线后端（BEOL）金属化工艺实现较低的

接触电阻等基本方面并不容易实现，因为这里无法使用例

如金等贵金属。用于获得单模硅光子集成电路（PIC）的

薄 SOI（<310nm），使得在与厚的 III-V 族增益材料（>2µm）

的光进行耦合时变得很困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约为

3mm 的 III-V 族组件的拓扑结构，使得其与有源硅器件互

连 BEOL 的共集成不能相互兼容。

此外，尽管大型 III-V 族晶圆外延仍在发展中，但大

多数 III-V 族材料供应商可能是将激光器堆叠提供到小于

4 英寸的晶圆上，这使得在 200mm（以及 300mm）晶圆

上的结合必须使用芯片，而不是晶圆。

然而，由于去除 III-V 族衬底期间不期望的侧向蚀刻，

使用 III-V 族管芯导致了 III-V 族工艺额外的困难。为了解

决这些技术障碍，人们必须从整体上制定整合的策略。

 

在完全兼容CMOS的硅光子平台上成功实现激光器集成

为了打破现有的混合 PIC 大规模生产技术的限制，

CEA-Leti 的研发制造平台已在完全兼容 CMOS 的 200mm

硅光子平台上开发出了第一个激光器集成，如图 1 所示。

制造工艺可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首先是硅的图案化，

然后通过分子键合进行 III-V 族结合，随后再进行 III-V 族

的图案化（包括 CMOS 金属化）。III-V 族与硅之间的光

学耦合需要厚的硅波导，这是通过采用非晶硅进行局部

增厚而实现，如图 1 所示。接下来，使用化学机械研磨

（CMP）为在硅上进行 III-V 的直接键合提供平滑的氧化硅

层。我们已完全依靠 200mm 平台开发出了新颖的 III-V 族

材料图案化工艺。CEA-Leti 提出的新工艺流程在 p-InP 和

p-InGaAsP 上均使用了选择性反应离子刻蚀（RIE）步骤。

用于激光器的全新BEOL 工艺

这种新的图案化工序使我们能够在 BEOL 之前完全

封装 III-V 族材料，这将保持其为平面，类似于标准的硅

光子组件。因而，在最终的 AlCu 微米厚焊盘层之前，可

以在 SiO2 包封层上图形化出高密度的通孔，然后通过磁

控溅射沉积（PVD）在 Ti 金属制做的两个接触面顶部都

填充上金属钨，这如图 2 所示。

在 CEA-Leti，意法半导体，ALMAE，CNRS-LTM 和

Mentor Graphics 等组成的法国“IRT 纳米电子光子计划”

（IRT Nanoelec Photonic Program）框架内，我们开发的这

种用于激光器的 CMOS BEOL 全新工艺，获得了最先进

的混合激光器的串联电阻值，范围为 3 欧姆至 4 欧姆。

大规模自动化测试

在讨论大规模生产混合 PIC 时，大规模自动化测试

也是引起极大关注的话题。得益于新颖的 200mm 工艺，

整个晶圆可以通过电 - 光的光纤到光纤测量进行完整的成

像。与标准硅 PIC 相似，可以通过使用硅上制造的光纤光

栅耦合器来进行这种测试。混合激光器测试所需的大多数

开发都依赖于光谱（连续波和脉冲）以及热特性。虽然硅

器件也对于温度变化很敏感，但是混合激光器在热波动和

老化这些课题方面的行为，对于确保其在数据中心环境中

图2. 在CEA-Leti的研发制造平台上开发的采用1级和2级BEOL工艺的200mm CMOS混合激光器的实验I-V曲线，以及该激光器的横截面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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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mm硅晶圆上的III-V族芯片，以及III-V族衬底去除后和混合激光器在200mm CMOS工艺期间的该芯片显微镜图像。

的可用性则至关重要。

针对封装之前提供高温测试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挑

战，例如，由于整个晶圆翘曲及其膨胀而获得的光纤位置

和振动的改善。晶圆上激光器测试的发展不仅与工艺良率

的监控有关，而且与混合光子芯片根据其封装前的性能进

行分选有关。

高效的芯片键合

除了性能和效率之外，混合 III-V/Si 收发器的成本

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尽管硅芯片的批量生产成本

很低，但是 III-V 族材料的加入会大大增加每个 PIC 的预

算。人们已经注意到，III-V 族材料的消耗必须最小化，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材料本身或所用化学药品的

废物处理）。图 3 显示了在 200mm SOI 晶圆上的分子键

合 3mm×3mm III-V 族芯片（包括用于很高的激光器的硅

光子电路）。新开发的 200mm 芯片键合的良率在 70％到

99％之间，其中成功转移的 90％的管芯将 99％的 III-V 族

材料键合到了 SOI 表面上。虽然分子键合本身可以采用

与晶圆键合相同的方式就行，由于不需要横向刻蚀，衬底

去除对于芯片更为关键。

通过首先进行原始的磨抛工艺将 III-V 族材料减薄至

50μm，然后通过化学湿法刻蚀来去除衬底剩余部分，从

而得以确保减薄效果。通过在湿法刻蚀之前增加研磨步骤，

可以将衬底去除过程中 III-V 族材料的横向消耗降低 3 到

5 倍。目前正在对这些芯片进行 III-V 族图案化，以实现

混合激光器。

结论

在 IRT 纳米电子光子项目中，CEA-Leti 领导的最新

发展实现了完全 CMOS 友好的激光器集成工艺，由于采

用新型的接触合金技术，使得其串联电阻非常低。此外，

晶圆级方法允许将面积减小的 III-V 族样品 / 芯片高良率

地键合到 SOI 晶圆上，从而大大降低了下一代光子发射器

的成本。目前正在开发可扩展至 300mm CMOS 接触和芯

片键合，这将为硅光子技术应用倒各种新兴应用中铺平道

路，例如封装光子收发器系统，高性能计算和基于 PIC 的

LiDAR 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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