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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隐埋型场阻止(FS)层IGBT的特性研究
刘聪，王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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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Sentaurus-TCAD软件研究了一种具有隐埋型场阻止(FS)层IGBT的静、动态特性，并与常规型FS-IGBT进

行了对比。分析了不同FS峰值掺杂浓度及深度对正、反向阻断特性及导通特性及开关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采用隐埋型FS层，可以大幅度改善IGBT的反向阻断特性，同时正向阻断、导通及开关特性也有所改善，并

且高温漏电流更小，高温稳定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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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作为新一代的

电力半导体器件，已占领了诸多应用领域。特别是具

有场阻止层的 IGBT（FS-IGBT），其电压等级覆盖了

600V~6.5kV 范围 [1]，为 IGBT 提供了更宽广的应用领域。

采用 FS-IGBT 可以获得良好的正向阻断特性、导通特性

及开关特性。但当 IGBT 应用在矩阵变流器、电流型逆变

器及交流开关等场合，其反向阻断电压也尤为重要 [2]。由

于 J1 结两侧透明阳极和场阻止层的浓度较高，导致其反向

击穿电压很小，在这些应用中很容易损坏 IGBT。

常规 FS 层多采用磷离子（P+）注入及随后高温推进

形成，高斯掺杂分布较缓，次表面浓度较高，很难提高反

向击穿电压。所以，有必要对 FS 层的掺杂分布进行研究。

本文基于氢离子 (H+) 注入工艺形成的隐埋型 FS 层，利用

Sentaurus-TCAD 软件，研究了器件的工作机理，分析

了这种隐埋型 FS 层的峰值浓度和深度变化对 FS-IGBT 特

性的影响，并与常规型 FS-IGBT 的特性进行了对比。

2  器件结构

图 1 给出两种 FS-IGBT 结构及掺杂分布。常规型

FS-IGBT 结构用 Conventional-IGBT 表示，隐埋型

FS-IGBT 结构用 Buried-IGBT 表示，FS 次表面浓度为

1×1016cm-3。研究掺杂浓度变化时，将隐埋型结构 FS 峰

值浓度位置设为定值，即与常规型 FS 层结深相同，器件

总厚度不变 ；研究 FS 结深变化时，设定器件漂移区厚度

不变，FS 峰值掺杂浓度为 1×1016cm -3，隐埋层厚度为

5μm，FS 深度（即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用 d 表示，

如图 1(b) 所示。仿真时，除 FS 峰值浓度及深度不同外，

其它区域的结构参数均相同。

如图 1(a) 所示常规 FS 层的形成工艺是采用磷（P+）

注入或扩散及随后长时间的高温（1200℃左右）推进形

成，最终得到的高斯掺杂浓度分布较缓，并且 FS 层表面

浓度较高。图 1(b) 所示隐埋型 FS 层是在集电极形成后采

用 1MeV 能量对 IGBT 的集电极侧进行氢（H+）离子注入

并在 350℃ ~500℃下退火形成。通过改变注入剂量和退

火时间可得到不同峰值掺杂浓度和结深的 FS 层，且退火

后的掺杂浓度梯度同样遵循高斯分布 [3]。这种氢离子注入

形成的 FS 层，工艺实现温度低，退火时间短，操作方法

简单，浓度分布精确控制，因此可很好地解决 IGBT 反向

阻断电压低的问题。

(a) 常规型 FS-IGBT 结构及掺杂浓度分布

(b) 隐埋型 FS-IGBT 结构及掺杂浓度分布

图 1  两种 FS-IGBT 结构及掺杂浓度分布



156 2020.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0.12 15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3  特性研究

本文采用 Sentaurus-TCAD 仿真软件，以 3.3kV 

FS-IGBT 为例，对常规 FS-IGBT 及隐埋型 FS-IGBT 进

行电特性仿真，初始温度设定为 300K。仿真时考虑了依

赖于硅禁带变窄效应、掺杂浓度、电场强度、载流子载流

子散射的迁移率模型，以及 SRH 复合、Auger 复合和雪

崩产生载流子复合模型，及依赖于掺杂和温度的载流子寿

命模型。电子和空穴寿命分别取为 10μs 和 3μs。

3.1  正向阻断

当栅 - 射极电压 UGE 为零（即 UCE=0）、集电极加正

向电压（UCE>0）时，p 基区表面不会形成反型层，此时

FS-IGBT 处于正向阻断状态。图 2 为常规型 FS-IGBT 与

隐埋型 FS-IGBT 在正向阻断时的电场强度分布（此时 FS

掺杂浓度为 1×1016cm-3）。

布 E(x) 下方包围的面积稍大，因此阻断电压较高，并且随

着 FS 层掺杂浓度梯度的增加，阻断电压越高。

图 3 为常规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的正向阻断

特性比较。由图 3(a) 可知，常规 FS-IGBT 的正向阻断电

压仅为 3930V，漏电流约 3.5×10-5A/cm2 ；隐埋型 FS-

IGBT 随 FS 层峰值浓度增大，正向阻断电压逐渐增大，且

漏电流逐渐降低。当 FS 峰值浓度 1×1016cm-3 时，300K

下正向阻断电压达 4008V，漏电流约 2.3×10-5A/cm2 ；

相比于常规 FS-IGBT，隐埋型 FS-IGBT 的正向耐压提高

了 78V，且漏电流更小 ；400K 高温下，漏电流约为常规

FS-IGBT 的 1/4。可见，隐埋型 FS-IGBT 呈现出良好的

正向阻断特性，并且有更好的高温稳定性。

由图 3(b) 可知，在相同漂移区厚度及 FS 峰值浓度

条件下，随着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 d 增加，正向阻

断电压不断增加，且漏电流逐渐减小。当 d 为 14μm 时，

正向阻断电压达到最大值，约为 4158V，漏电流约为

1.1×10-5A/cm2。在 400K 高温时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呈现出良好的正向阻断特性。

图 2  常规型 FS-IGBT 隐埋型 FS-IGBT 向阻断的电场强度比较 

(a) FS 层掺杂浓度变化的正向阻断特性比较

可 见， 当 VBR 约 为 2000V 时，n- 漂 移 区 电 场 刚

好穿通到 FS 层 ；若电压较低时，电场强度分布为三角

形，漏电流主要是耗尽区的产生电流（IL）；当 VBR 超过

2000V 时，n- 漂移区电场开始在 FS 层中展宽，电场强度

分布变为梯形。阻断电压为电场强度分布 E(x) 所包围的面

积。可见，常规 FS-IGBT 电场强度分布 E(x) 所包围面积小，

因此阻断电压小。

假设 FS 层是均匀掺杂，根据泊松方程，在 FS 层中，

n-n 结处的电场梯度 [4] 可表示为

其中，Nd+ 表示 N 型 FS 层的施主掺杂电荷。由上式

可得，n-n 结处电场强度 En-n 与 FS 层掺杂浓度 Nd 有关，

即 FS 层的掺杂浓度越高，En-n 越大。常规型 FS 浓度梯

度变化缓，n-n 结处的电场强度 En-n 较低 ；隐埋型 FS 层

浓度梯度变化快，n-n 结处的电场强度 En-n 较高，电场分

(b) FS 层不同深度的正向阻断特性比较

图 3  两种结构的正向阻断特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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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反向阻断

图 4 为常规 FS-IGBT 隐埋型 FS-IGBT 在反向阻断

时（UGE=0，UCE<0）的电场强度分布。常规 IGBT 的 FS

峰值浓度位于 J1 结附近，在反向阻断电压下此处峰值电场

强度最高，电场呈现三角形分布，且在 nFS 层中展宽很小。

隐埋型 FS 掺杂浓度梯度陡，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越

大，反向阻断下电场主要在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的 n- 漂移

区展宽，且呈现近似矩形分布，并随着 FS 层与集电区之

间距离 d 减小，电场强度峰值增大，在 nFS 层内展宽增大，

甚至会穿通 nFS 层进入 n- 漂移区。且会在 n-n 结处形成

很陡的电场梯度。因此，隐埋型 FS-IGBT 的反向电场包

围的面积远大于常规 FS-IGBT，故其反向耐压较高。并且

随着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 d 减小，反向阻断电压会不

断提高。

3.3  正向导通

如图 6 所示，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在

正向导通（UGE=15V，UCE=5V）时的空穴浓度分布。可见，

50A/cm2 电流密度下，常规 FS-IGBT 的集电极空穴注入

浓度高，说明集电区的空穴注入效率高，其饱和电压越低。

而隐埋型 FS-IGBT 的集电极空穴注入浓度相对较小，并

随着 d 的减小，空穴注入效率越高，因此饱和电压也就会

越低。d 越小，空穴注入的密度增加。可见 FS 层与集电

区之间距离大小对器件的饱和电压稍有影响。d 越大，集

电极注入空穴少，饱和电压会有所升高。

图 5 为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的反向

阻断特性比较。由图 5(a) 可知，常规 FS-IGBT 的反向阻

断电压仅为 72V，且反向漏电流最大，约为 1.3×10-7A/

cm2 ；对于隐埋型 FS-IGBT 而言，当 FS 层峰值掺杂浓度

为 2×1015cm-3 时，反向阻断电压高达 205V，并且随 FS

层峰值浓度增大，且反向阻断电压逐渐减小，漏电流基本

保持不变。

由图 5(b) 可知，随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 d 减小，

反向阻断电压大幅度提高，当 d 减小到 5μm 时，阻断电

压增加到 920V，远高于常规 FS-IGBT。可见，隐埋型

FS-IGBT 可以显著改善其反向阻断特性。为了在正、反向

阻断电压和漏电流之间进行折衷，须选取合适的 FS 层与

集电区之间的距离。

图 4  常规型 FS-IGBT 隐埋型 FS-IGBT

在反向阻断时的电场强度分布比较

(a) FS 层掺杂浓度变化时的反向阻断特性比较

(b) FS 层深度变化时的反向阻断特性比较

图 5  两种结构的反向阻断特性比较

图 6  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空穴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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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为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的通态特

性特性比较。如图 7(a) 所示，在电流密度为 50A/cm2 条

件下，两种结构的饱和电压仅相差 0.04V。图 7(b) 可看出，

随着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 d 增大，正温度系数点所对

应的电流密度基本不变，器件饱和电压相差 0.1V。并且两

种结构的饱和电压都具有正温度系数（即随着温度的升高，

饱和电压逐渐增大），均适于并联使用。常规 FS-IGBT 的

正温度系数点对应的电流密度为 26.3A/cm2，隐埋型 FS-

IGBT 的稍低一些，并且 FS 层掺杂浓度增加，正温度系

数点逐渐降低。在相同掺杂浓度下，隐埋型 FS-IGBT 的

正温度系数点对应的电流密度为 24.6A/cm2。并且不同 d

所对应的正温度系数点的电流密度比较接近，说明 d 对器

件的正温度系数点影响很小。

(a) FS 掺杂浓度变化的通态特性比较

(b) FS 不同深度的通态特性比较

图 7  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的通态特性比较

3.4  开关特性

图 8 为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开关过

程中电流、电压变化波形。开关测试条件为 VCC=1800V, 

Jc=50A/cm2，Rg=33Ω，Ls=2400nH，Tj=125℃，负载

为感性负载。

由图 8(a) 可知，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开通过程基本一致，关断过程稍有区别。当 FS 峰值掺杂

浓度分别为 2×1015cm -3、5×1015cm -3 时，隐埋型 FS-

IGBT 的开通和关断特性基本上与常规结构 FS 层峰值掺杂

浓度 1×1016cm -3 时所对应的开通和关断曲线一致，并且

掺杂浓度变化对关断下降时间影响很小。

由图 8(b) 可知，随着 FS 层与集电区之间距离 d 的增

加，关断下降时间有所降低，拖尾电流部分基本一致。

(a) FS 层掺杂浓度变化时的开关特性比较

(b) FS 层深度变化时的开关特性比较

图 8  常规型 FS-IGBT 与隐埋型 FS-IGBT 的开关特性比较

4  结论

本文利用器件数值仿真对比研究了常规型 FS-IGBT

和隐埋型 FS-IGBT 的特性差异，重点分析了 FS 层浓度及

深度导致其正、反阻断特性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在相同掺杂浓度下，隐埋型 FS-IGBT 与常规型 FS-IGBT

相比正向阻断电压提高 78V，其反向阻断电压提高 70V。

隐埋型 FS 峰值浓度在 1×1016cm-3、FS 层与集电区距离

为 10~15μm，反阻断电压在 380~700V 之间，并且隐

埋型结构在 400K 高温下的漏电流约为常规 FS-IGBT 的

1/4。因此，采用隐埋型 FS 层有利于解决 IGBT 反向耐

压低的问题，并且有更好高温稳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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