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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lGaN 基材料是带隙可调的直接带隙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是制备紫外( UV) 光电子器件的理想材料。经过数十
年的研究，目前已经在异质衬底外延生长 AlGaN 基材料、高效掺杂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以此为基础，AlGaN 基紫
外光电器件制备领域也得到长足发展。在本综述中，主要介绍了高质量 AlGaN 基材料的 MOCVD 外延生长方法、掺杂
方法以及近年来在紫外发光、紫外探测器件方面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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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aN based materials are promising to fabricate UV photoelectric devices due to the direct，wide and adjustable
bandgap． With decades of research efforts，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lGaN based materials on
heterogeneous substrates，and the doping efficienc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s a result，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e fabrication of UV photoelectric devices． In this review，the growth methods to obtain high quality AlGaN based materials
by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 MOCVD) and the methods to achieve high doping efficiency are summarized．
Moreover，the recent progress of UV LED and UV photodetectors are also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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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aN 基材料是直接带隙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具有禁带宽度在 3． 4 eV 到 6． 2 eV 之间连续可调的优点，
［1-5］
。AlGaN 基光电器件在照明、医疗
是制备紫外光电器件( 如紫外发光二极管和紫外探测器 ) 的理想材料
、
，
AlGaN
基材料的极化特性，AlGaN 基半导体被广
卫生 非视距通信等方面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并且由于
［6-10］
。然而，工作在深紫外 ( DUV) 波长的 AlGaN 基光电器件的
泛应用于高击穿电压和高频率的电子器件中
应用仍然受到较多限制，这主要是由于难以获得高质量的 AlGaN 基材料，以及 AlGaN 基材料难以实现高效

的 p 型掺杂等问题导致的，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得提高光电器件的性能面临着极大挑战。
AlGaN 基外延层质量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是难以获得可以用于同质外延的 AlN 衬底，因此目前 AlGaN
基材料仍然主要外延生长在蓝宝石、硅、碳化硅等异质衬底上。 而 AlGaN 基外延层与异质外延衬底存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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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蓝宝石衬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 AlGaN 基材
失配，会对 AlGaN 基材料外延层的晶体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料的外延生长，是最常用的 AlGaN 基材料生长异质衬底之一。因此本文在第 1 节对利用金属有机化学气相

沉积法( MOCVD) 在蓝宝石衬底上外延生长 AlGaN 基材料的方法进行了概括。
AlGaN 基材料的高效掺杂是制约其实际应用的另一个难题，尤其是 p 型掺杂。Mg 是 AlGaN 基材料体系
中最常用的 p 型掺杂杂质，但是 Mg 的原子半径大于 Al 或 Ga 金属离子，这将给 Mg 原子并入 AlGaN 基材料
［16］
晶格带来困难 。同时在 MOCVD 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入 H 元素，它会和 Mg 原子形成 Mg-H 键，使
Mg 杂质钝化［17］。此外，随着 AlGaN 晶体中 Al 含量越高，p 型掺杂杂质的激活能增大，会导致杂质的激活率
［18］

。研究人员为提高在 AlGaN 基材料中 p 型掺杂效率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本文的第 2 节将就这一
点进行总结。在获得高晶体质量和高 p 型掺杂效率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设计了器件结构，并实现了高性能的
降低

4 节中，将介绍 AlGaN 基发光二极管 ( LED) 和紫外探测器的的相关
发光和探测器件。因此在本综述的第 3、
。
进展

1

AlGaN 基材料的生长

由于 AlGaN 基材料和蓝宝石衬底之间存在较大的晶格失配和热失配，所以 AlGaN 基材料通常生长在
AlN / 蓝宝石模板上［19-21］。因此，如何获得高质量的 AlN / 蓝宝石模板是实现高质量 AlGaN 基材料最重要
问题。
为弛豫 AlN 与蓝宝石衬底之间的失配，最常用的方法是缓冲层法。两步生长法是在蓝宝石衬底上利用
缓冲层法生长 AlN 最基本的生长方法。两步生长首先是利用低温和高 V / III 比生长 AlN 缓冲层，由于这两
种生长条件都可以降低 Al 原子的表面迁移率，这将有利于 AlN 纳米岛的形成。接下来 AlN 的生长条件转换
为高温和低 V / III 比，这将增大 Al 原子表面迁移率，进而增加横向生长速率，使位错随之发生弯曲。Li 等利
［22］
用两步生长制备了 AlN / 蓝宝石模板，并通过分析原位监测曲线解释了生长机理，如图 1( a) 所示 。该研究
组在蓝宝石衬底上外延生长了四组 AlN 模板: ( 1) 无缓冲层或预处理( 样品 A) ; ( 2) 只有缓冲层 ( 样品 B，两

步生长法) ; ( 3) 含氮化预处理和缓冲层( 样品 C) ; ( 4) 三甲基铝 ( TMAl) 预处理和缓冲层 ( 样品 D) 。根据原
位监测曲线，其生长机理如图 1( b) 所示。研究人员发现利用两步生长方法在蓝宝石衬底上外延生长 AlN 材
料过程中，其生长模式实现了由三维到二维生长模式的转变，理论上有利于位错弯曲、湮灭。通过 XＲD 表征
证实，样品 B 的( 0002) 面和( 10 － 12) 面 X 射线摇衍射的摇摆曲线测试 ( X-ray diffraction rocking curve XＲC)
的半高宽( FWHM) 分别为 60 arcsec 和 550 arcsec。基于两步生长法，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缓冲法等外延生长
［23-24］
。多缓冲法的基本原理与两步生长法类似，主要是将 AlN 的生长方式从三维逐渐转变为二维生长
方法
方式，在该转变过程中会增大 Al 原子表面迁移率并促进位错线弯曲，进而降低 AlN 材料位错密度，提高 AlN
材料表面平整度。

图1

( a) 四组样品的原位监测曲线，( b) 由原位监测曲线得到的材料生长模式示意图，( b1) 样品 A: 三维生长模式;
( b2) 样品 B: 三维-二维生长模式; ( b3) 样品 C: 混合生长模式; ( b4) 样品 D: 二维生长模式［22］
Fig． 1

( a) In situ monitoring curves of four samples，( b) growth mechanism obtained from the in

situ monitoring curves，( b1) Sample A: 3D growth mode; ( b2) sample B: 3D to 2D growth mode;
( b3) sample C: mixed growth mode; ( b4) sample D: 2D growth mode［22］

如前所述，低 V / III 将增强 Al 原子的表面迁移，促进 Al 原子向蓝宝石衬底台阶边缘移动，有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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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N 材料的晶体质量和表面形貌。为有效发挥这一特性，研究人员提出了原子层外延( Atomic Layer Epitaxy，
ALE) 方法。该方法通过在 AlN 材料生长中交替通入 III 族和 V 族气体源，使部分生长阶段 V / III 达到极限
值 0 并实现材料逐层生长。据追溯，该方法于 1988 年被用于生长砷化镓材料，并于 1992 年被引入到 AlN 材
料外延生长领域，也称为脉冲原子层外延法 ( Pulsed Atomic-Layer Epitaxy，PALE) ，气流模式如图 2 ( a) 所
［25-27］
。研究人员已 经 利 用 该 方 法 外 延 生 长 了 高 质 量 的 AlN 晶 体，并 成 功 制 备 了 AlGaN 基 光 电 探 测
示
［28-31］
。如图 2( b) 所示，利用该方法与高低温 AlN 外延生长法结合外延生长的 AlN 材料，其( 002) 与( 105)
器
［32］
面的 XＲC 测试 FWHM 分别可低至 33 arcsec 和 136 arcsec，样品的具体外延结构如图 2( c) 所示 。

图2
Fig． 2

( a) PALE 方法的气流通入模式; ( b) 样品的 XＲC 测试结果; ( c) 样品的外延结构［32］

( a) Gas flow mode of PALE; ( b) XＲD rocking curves; ( c) structure of the sample in reference［32］

虽然 PALE 方法可以获得高质量的 AlN 模板，但其仍存在生长速度慢、Al 原子迁移率难以调控的缺点。
为解决该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 NH3 脉冲法。该方法与 PALE 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利用氨脉冲法外延生长
过程中，金属有机源是连续通入反应室的，而 NH3 源是则是脉冲间断通入。 相比于 PALE 方法的金属有机
源、NH3 源都是脉冲通入，该方法在提高 Al 原子的表面迁移率同时，将大幅度提高 AlN 材料的生长速率。结
合 NH3 脉冲法和源连续通入法，Hideki 等研究人员成功获得了高质量的 AlN 模板，并制备了发光波长在
222 ～ 261 nm 之间的 AlGaN 基 LED 器件［33-36］。根据 PALE 法和 NH3 脉冲法的基本原理，研究人员提出了迁
移增强外延生长法( Migration Enhanced Epitaxy，MEE) 以及调制 MEE 外延生长法 ( Modified MEE) 。 其源通
［37-38］
。 利用 Modified MEE 生长法，AlN( 0002) 平面的 XＲC 半高宽可降低至
入模式如图 3 的第 1 部分所示
42． 4 arcsec，( 10 － 12) 面半高宽低至 244． 5 arcsec。研究人员利用测量成核阶段衬底上 AlN 纳米岛的密度，

计算了 Al 原子在蓝宝石表面的扩散长度。在实验条件下，MEE 法、Modified MEE 法和源连续通入法的 Al 扩
42 nm 和 31 nm。图 3 的第 2 部分展示了利用 MEE、Modified MEE 和源连续通入法生
散长度分别为 44 nm、
长 AlN 的成核机理的模型。
在外延生长 AlN 材料过程中，低温插入层方法被应用于阻挡位错向表面传播并促进位错弯曲、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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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源气流通入模式以及对应 AlN 样品表面形貌: ( a) MEE 法; ( b) Modified MEE; ( c) 源连续通入法。
［37］
第 2 部分: 在蓝宝石衬底上 AlN 的成核机制示意图: ( a) MEE 法; ( b) Modified MEE; ( c) 源连续通入法

Fig． 3

Part 1: flow mode and surface morphology of AlN samples fabricated by ( a) MEE，( b) Modified MEE and

( c) simultaneous flow method; Part 2: model of initial nucleation mechanism of AlN on sapphire with ( a) MEE，
( b) modified MEE and ( c) simultaneous flow method［37］

由于低温会降低 Al 原子迁移率，使插入层表面呈现岛状形貌，因此 AlN 外延层中的应力将会被插入层表面
粗糙的岛状形貌所释放。同时，在继续外延生长过程中，由于 AlN 材料的生长模式会由三维岛状生长转变
［39-40］
。并且利用插入层方法外延生长 AlN 可以获
为二维层状生长，AlN 外延层中的位错也会随之弯曲、湮灭
［41-42］
。图 4( a) 是利用插入层方法降低位错密度的机制示意图，图 4( b) 是无插入层结构
得平整的表面形貌

的AlN样品表面形貌，图4(c)则为利用了插入层结构所得到的AlN样品表面形貌。 通过利用插入层方法，AlN
［43］
样品的( 0002) 和( 10 － 12) 面的 XＲC 测试半高宽可分别达到 58． 9 arcsec 和 383． 1 arcsec 。 与插入层法类
似，利用超晶格同样可以释放 AlN 外延层中的应力并降低位错密度，从而获得高质量的 AlN 模板。Kim
［44］
等 在低温 AlN 成核层以及高温 AlN 外延层之间引入了 AlN / Al x Ga1 － x N 超晶格结构以降低位错密度并获
得高质量 AlN 外延层。实验结果显示利用超晶格结构的 AlN 样品 XＲC 半高宽和均方根粗糙度均小于没有
利用超晶格结构的样品。

图4

( a) 插入层法降低 AlN 材料外延层中位错密度机制; ( b) 未利用插入层法得到的 AlN 样品表面形貌;
( c) 利用插入层方法得到的 AlN 样品表面形貌［41-42］
Fig． 4

( a) Schematic of the interlayer to decrease the dislocation density;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AlN ( b) without and ( c) with interlayer［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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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纳米图形画蓝宝石衬底上外延生长 AlN 样品截面扫描透射显微镜测试图。( a) g =［0002］，

( b) g =［1120］，( c ～ e) 图( b) 的局部放大图，( f) 纳米图形化衬底上外延生长 AlN 影响位错密度的主要机制示意图。
第 2 部分: 蓝宝石原位 NH3 预处理外延生长 AlN 材料示意图，( a) 成核阶段，( b) 三维生长阶段，( c) AlN 外延层达到
一定厚度后，Al 极性晶面合并，N 极性晶面消失。第 3 部分: 根据 AFM 测试得到的 AlN 薄膜极性转变以及生长机制，
( a) 无 TMAl 预处理，( b) TMAl 预处理，( c) 长时间 TMAl 预处理［45-47］
Fig． 5

Part 1: cross-sectional bright-field STEM images under two-beam conditions for AlN grown on NPSS with

( a) g =［0002］，and ( b) g =［1120］，( c ～ e) are the magnified STEM images of three selected typical zones in ( b) ，
( f) mechanism of the main competitive processes influencing TDD of AlN epilayers on NPSS． Part 2: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itu NH3 pretreatment growth model of AlN on sapphire: ( a) initial nucleation，( b) columnar 3D growth，
and ( c) thick film growth after elimination of N-polar columnar domains and coalescence of Al-polar domains． Part 3:
( a) ～ ( c) schematics of the film polarity and growth mechanism with corresponding 3D AFM images of samples
without TMAl pretreatment，with TMAl pretreatment and with long-time TMAl pretreatment，respectively［45-47］

衬底表面状态对 AlN 材料外延生长十分重要，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如横向外延过生长法 ( LEO) 、原位
NH3 预处理、TMAl 预处理等方法改变衬底性质，以获得高质量 AlN 外延层［45-48］。LEO 方法可以通过较大的
8
－2
材料横向生长效应实现位错有效弯曲。 利用 LEO 方法可以获得位错密度达 4． 87 × 10 cm 的 AlN 外延
［49］

层

。图 5 的第 1 部分时利用 LEO 方法外延生长 AlN 材料过程中位错弯曲以及湮灭机制。而利用 NH3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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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则可以实现在 AlN 成核过程中形成具有不同极性的纳米岛，由于 N 极性 AlN 生长速度较慢，在进
一步生长过程中将被 Al 极性纳米岛掩埋，形成侧向外延的过程。 位错行为也将与 LEO 法外延生长 AlN 过
程中位错行为类似，进而降低 AlN 外延层中位错密度。NH3 预处理后的 AlN 生长机理如图 5 第 2 部分所示。
而对衬底进行 TMAl 预处理后，碳团簇会被引入蓝宝石表面，如图 5 第 3 部分所示。 这将抑制成核过程中
AlON 和 N 极性纳米岛的形成，并且由于在 C 团簇上 AlN 难以成核生长，C 团簇将起到 LEO 生长过程中的掩
模作用。因此，与未经 TMAl 预处理的蓝宝石上生长 AlN 材料相比，利用 TMAl 预处理的 AlN 材料结晶质量
质量将得到提高。
高温热处理是获得高质量 AlN 模板的重要方法之一。 利用高温热处理方法提高 AlN 模板材料质量于
2016 年被提出［50］。在热处理后的 AlN 模板上外延生长 AlN 材料的 ( 002) 和 ( 102) 面的 XＲC 测试半高宽分
［51］
别达到 16 arcsec 和 154 arcsec。Ben 等 研究了高温退火降低位错密度的机理，通过分析 PVD-AlN 在高温
退火过程中形成的空洞以及晶粒尺寸增大的实验现象，证实了 AlN 材料在高温热处理过程中会发生重结晶

过程，从而降低 AlN 外延层中位错密度，如图 6( a) ～ ( f) 所示。同时也证明了伯格斯矢量相反的位错在高温
［52］
退火过程中会相互靠近并发生位错反应，有助于降低 AlN 材料的位错密度，如图 6( g) 所示 。

图6

未高温热处理的 PVD-AlN ( a) 表面形貌，( b) 放大形貌以及( c) 轮廓图; 1 700 ℃ 高温热处理后的

PVD-AlN( d) 表面形貌，( e) 放大形貌以及( f) 轮廓图; ( g) 高温热处理过程中位错迁移、反应的机制示意图［51-52］
Fig． 6

( a) Surface morphology，( b) enlarged morphology and ( c) contour image of PVD-AlN without annealing;

( d) surface morphology，( e) enlarged morphology and ( f) contour image of PVD-AlN annealed at 1 700 ℃ ，
( g)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igration of dislocations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annealing［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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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的 AlN 模板上再外延生长 AlN 也是获得高质量 AlN 外延层的一种方法。Jiang 等发现不同类
型的位错在再外延 AlN 层中具有不同的位错行为。不同类型的位错需要不同大小的驱动力改变偏转角度。
如图 7 所示，改变偏角所需驱动力顺序为纯螺位错 ＞ 混合位错 ＞ 纯刃位错。因此，控制界面应力是在 AlN 模
［53］
板上生长高质量 AlN 的有效途径 。

图7

( a) ( b) ( c) 再外延样品的 TEM 测试图 g = ( 0002) ; ( d) ( e) ( f) 再外延样品的 TEM 测试图 g = ( 11 － 20) ［53］

Fig． 7

( a，b and c) and ( d，e and f) are the cross-sectional weak beam dark field ( WBDF) TEM images of regrown
AlN sample under the diffraction conditions of g = ( 0002) and g = ( 11 － 20) ，respectively［53］

石墨烯和 h-BN 等二维材料可以作为在蓝宝石衬底上外延生长 AlN 材料的弹性缓冲层。 由于二维材料
［53-58］
。
层间是较弱的范德华力，对外延层晶格调制作用弱，因此可以大大缓解外延层与异质衬底之间的失配
同时，Al 和 Ga 原子的迁移率也将大大增强，这将降低成核阶段 AlN 材料的晶粒密度，从而进一步改善 AlN
［59］
和 GaN 外延层晶体质量。Chen 等 研究了 AlN 在石墨烯 / 蓝宝石模板上的成核过程。他们发现，在石墨烯
的辅助下，AlN 成核纳米岛的密度降低，尺寸增大。AlN 优先成核位置及迁移势垒如图 8( a) ～ ( c) 所示，图 8
( d) ～ ( g) 是 AlN 和 GaN 材料在石墨烯上生长过程示意图。Shi 等［60］则系统地研究了 Al 原子及 Ga 原子在
各种 2D 材料上的扩散势垒。研究发现 Ga 原子在石墨烯材料上的扩散势垒最低，而 Al 原子在 h-BN 上沉积
时的扩散势垒最低。这说明 h-BN 比石墨烯更有利于增大 Al 原子表面迁移率。
高质量 AlGaN 材料很难通过在蓝宝石衬底上直接外延生长获得，因此，AlGaN 材料主要是外延生长在
AlN / 蓝宝石或 GaN / 蓝宝石模板上［61-62］。但由于 AlGaN 会受到 GaN 模板的张应力，容易形成裂纹，在实际研
［63］
究过程中，AlN / 蓝宝石模板是生长 AlGaN 基材料的理想模板 。 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在高质量的 AlN 模
［64-66］
，也有一些研究报道是在图形化的 AlN 模板或者利用 MEE 和 LEO 方法外延生长
板上生长 AlGaN 材料

AlGaN 材料［38，67］。插入层或者超晶格结构可以有效释放外延层中的应力，从而获得表面平整的 AlGaN 材
［68-70］
。Zhang 等［71］在其发表的成果中发现，无超晶格结构的 AlGaN 样品表面裂纹严重，而具有超晶格结
料
构的 AlGaN 样品则无裂纹产生，这证实了超晶格结构可有效地释放 AlGaN 外延层中应力并获得平整的表面
［62］
形貌。Jiang 等 则利用金属插入层方法抑制了大斜切角 AlN 模板上生长的 AlGaN 的聚集效应，从而使在
大斜切角 AlN 模板上外延生长的 AlGaN 材料组分均匀分布。

2

AlGaN 材料掺杂研究
高电导率是制造高性能的 AlGaN 基器件的前提，然而如何有效提高 AlGaN 材料的掺杂效率是一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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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一性原理计算在 N 掺及 Al 原子吸附石墨烯结构形成能; ( b ～ c) Al 原子在石墨烯以及蓝宝石表面

迁移机制以及迁移势垒; ( d) ～ ( g) 石墨烯上 AlN 与 GaN 材料生长机制示意图; ( h) 在覆盖有二维材料的蓝宝石衬底上
Al 原子与 Ga 原子的扩散势垒［59-60］
Fig． 8

( a)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 of graphene structure formation energy by N dopant and Al atom absorption energy among

these structures; ( b) schematic diagrams of Al atom migration on graphene and sapphire and ( c) calculated migration barrier;
( d) ～ ( g) schematic diagrams of AlN and GaN growth on graphene; ( h) diffusion barriers for
Ga and Al atom on 2D + sapphire surfaces［59-60］

题，尤其是 AlGaN 材料的 p 型掺杂。对于 AlGaN 材料的 n 型掺杂而言，缺陷的载流子散射、自补偿效应以及
［72］
材料的高铝组分是限制 n 型掺杂效率的主要因素 。因此，获得高质量的 AlGaN 基材料也被认为是获得高
掺杂效率 n-AlGaN 的有效途径。这其中提高铝原子的迁移率是一种提高 AlGaN 材料质量的常用方法。In
原子可以有效提高外延生长过程中 Al 原子的迁移率，因此研究人员提出可以采用 In-Si 共掺杂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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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aN 的 n 型 掺 杂 效 率。 利 用 In-Si 共 掺 杂 技 术 后 的 Al0． 65 Ga0． 35 N ∶ ( Si，In ) 层 中 的 载 流 子 密 度 可 达
2． 5 × 10 19 cm － 3 ，电子迁移率可达到 22 cm2 / ( V·s) ，对应的电阻率为 1． 1 × 10 － 4 Ω·cm。同时有研究表明 δ
［73］
掺杂也是 n 型掺杂的有效方法 。文章指出这种掺杂模式可以暂停生长过程，从而停止了位错线的传播，
［74-75］
。
进而改善晶体质量，提高 AlGaN 材料的掺杂效率和载流子迁移率
与 n 型 AlGaN 掺杂相比，p 型 AlGaN 的掺杂更为困难。限制 p 掺杂效果的因素主要有 3 点: 掺杂浓度难
以提高，杂质激活效率低以及自补偿效应。Mg 是 AlGaN 材料体系中 p 型掺杂最常用的受主杂质，但在 p 型

掺杂中 Mg 的掺杂浓度不宜过高，因为过高的 Mg 掺杂会降低材料晶体质量并引起强烈的自补偿效应。 研究
发现，在初期阶段随着 Mg 流量的增加，p 型 AlGaN 材料的质量会有所提高，但是当流量增加至超过某个阈
［76］
值时，p 型 AlGaN 材料的质量将急剧下降 。快速热退火是激活 Mg 受主杂质最常用的方法。然而，利用快
速热退火方法得到的 p 型 AlGaN 掺杂效率仍然难以达到较高水准。为了解决 AlGaN 材料的 p 型掺杂问题，
除了均匀掺杂方法外，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共掺杂、δ 掺杂、超晶格调制掺杂、极化诱导掺杂等掺杂方法。
［77］
类似于 n-AlGaN 中 Si 的 δ 掺杂，Mg δ 掺杂也可改善 AlGaN 材料的质量并提高掺杂效率 。通过结合
Mg δ 掺杂和 In 辅助掺杂方法，Al0． 4 Ga0． 6 N 中的载流子浓度可达到 4． 75 × 10 18 cm － 3［78］。由于 Mg 原子半径较

大，
而 Si 原子半径较小，因此在 AlGaN 材料中适当掺入 Si 元素有利于 Mg 杂质的并入，并且由于掺杂能级的
杂化降低杂质激活能。立命馆大学的研究组利用共掺杂技术在 Al0． 4 Ga0． 6 N 材料中实现了空穴载流子浓度
18
－3
［79］
为 6． 3 × 10 cm 的 p 型掺杂 。而由于超晶格结构有对能带调制的作用，可降低受主杂质激活能，研究
人员对在 AlGaN 超晶格结构中进行 p 型掺杂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与均匀掺杂超晶格( UD) 样品相比，Mg

调制掺杂超晶格( MD，仅在势垒层中掺杂) 和 Mg 偏移调制掺杂超晶格 ( SMD，相对 MD 掺杂偏移 1 /4 周期 )
具有更好的电学性能。通过 MD 及 SMD 方法掺杂的两种样品的载流子迁移率要高于均匀掺杂 ( UD) 的样
品，这是因为在这两种掺杂方法的材料中杂质对载流子的散射较弱，且掺杂活化能低，其机理如图 9 所
［80］
示 。 而通过在超晶格结构中进行多维 Mg 掺杂的方法，厦门大学的研究组于 2016 年在 Al0． 63 Ga0． 37 N / Al0． 51
Ga0． 49 N 超晶格结构中实现了 3． 5 × 10 18 cm － 3 的空穴载流子浓度［81］。

图9
Fig． 9

［80］

体质掺杂超晶格、偏移调制掺杂超晶格以及均匀掺杂超晶格的能带示意图

Self-consistent valence band diagrams of a MD SL，a SMD SL，and a UD 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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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超晶格会引入载流子阻挡层，从而降低垂直方向电导率。为解决这一问题，极化诱导掺杂方法于
2010 年被提出［82］。极化诱导掺杂的机理是通过逐渐改变 AlGaN 合金中 Al 组分来形成内建极化电场以诱
导空穴产生。由于不同 Al 组分的 AlGaN 极化强度不同，当 Al 浓度沿 ( 000 － 1) 方向 Al 组分增大时 ( 或沿
( 0001) 方向 Al 组分降低时) ，会在材料中诱导负的净极化电荷产生，从而使价带向上弯曲，降低 p 型杂质的
激活能，从而提高 AlGaN 材料的 p 型掺杂效率，形成三维空穴气，增大材料的 p 型掺杂效率。 三维空穴气的
形成机理如图 10 所示。

图 10
Fig． 10

在渐变极性异质结中极化诱导 p 型掺杂机制示意图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polarization-induced p-type doping in graded polar hetero-structures

尽管多种掺杂方法已经被提出，也已经有一些空穴载流子浓度达到 10

18

cm － 3 量级的报道，然而目前并

没有大规模的相关论文发表，基于此基础上制备高性能的器件报道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稳定、高效、可重
复性高的高 Al 组分 AlGaN 的 p 型掺杂研究仍将是当前工作重点。

3

DUV LED 和光探测器研究进展
Ⅲ族氮化物基 LED 器件具有高亮度、小尺寸、低能耗和长使用寿命等独特优势。 其中，InGaN 和 GaN 已

成功在绿光和蓝光 LED 中应用，且相应的产品已商业化。此外，基于 AlGaN 材料的波长低于 400 nm 的紫外
LED ( UV-LED) 在净化水 / 空气和食物灭菌杀毒( ＜ 275 nm) ，以及非视距光通信、集成光子系统、气体传感
器和荧光光谱检测方面有着特殊应用。
1991 年，由于 AlGaN 材料中 p 型 掺 杂 技 术 获 得 突 破，首 个 双 AlN / AlGaN 异 质 结 UV-LED 被 成 功 制
［83］

备

。1998 年，研究人员利用多量子阱结构获得发光波长位于 353． 6 nm 的 UV-LED，然而其光输出功率

( LOP) 较弱，在 20 mA 时仅为 13 μW，且外量子效率低于 1% ［84］。 电流注入效率 ( CIE) 、辐射复合效率
( ＲＲE) 、光提取效率( LEE) 是决定 UV-LED 器件 LOP 的主要参数。这些参数又受 AlGaN 晶体质量、Mg 掺杂
浓度、极化场和能级分布等因素影响。 因此从根本上改善 AlGaN 材料结晶质量、掺杂效率以及优化器件结
构设计是提高 UV-LED 性能的主要途径。在本文中，主要关注通过提高晶体质量和降低位错密度实现高效
UV-LED 的最新进展。提高 AlGaN 材料的结晶质量可有效避免量子阱 ( MQW) 结构中的载流子俘获和非辐
射复合，从而制备高 ＲＲE 和 LOP 的 UV-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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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UV-LED 器件结构如图 11 所示。 包括 n-AlGaN 电子注入层，用于电子空穴复合的 AlGaN 多量子
阱，高 Al 组分 p-AlGaN 阻挡层，p-AlGaN 空穴注入层，p-GaN 接触层以及 n / p 金属电极。UV-LED 的外延结
构通常是通过 MOCVD 方法在蓝宝石衬底的 AlN 缓冲层上进行外延生长，因此，AlN 模板的晶体质量对后续
外延层生长起关键作用。

图 11
Fig． 11

典型 UV-LED 结构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ypical UV-LED structure

在图形化蓝宝石衬底( PSS) 上外延生长 AlN 模板是制备高质量 AlGaN 材料的有效方法。利用该生长方
［49，
85］
。
法外延生长 AlN 模板过程中包含横向过生长过程，外延层在衬底上空隙处合并导致位错弯曲、湮灭
此外，PSS 利用散射效应改变光的传输路径，对于有源区的紫外光具有散射作用，有利于改善有倒置结构
UV-LED 的 LEE［66，86］。Dong 等通过纳米图形化衬底 ( NPSS) 上外延生长高质量 AlGaN 基材料，首次报道了
发光波长为 282 nm 的深紫外 LED。在输入电流为 20 mA 时，其 LOP 达到 3． 03 mW，EQE 达到3． 45% ，相比
［48］
。通过计算，NPSS 上 AlN 模板衬底螺位错和刃
于平面蓝宝石衬底上制备的 UV-LED，其 EQE 提升了98%
7
－2
9
－2
位错分别为 1． 6 × 10 cm 和 1． 2 × 10 cm ，位错密度显著低于平面蓝宝石衬底上的 AlGaN 材料。因此，在
AlN / NPSS 模板上制备 UV-LED 结构能进一步降 AlGaN 基材料位错密度，改善器件性能。近期，研究人员提

出通过对 PSS 上 AlN 进行退火的方法来进一步降低位错密度并克服开裂难题，并制备了发光波长位于
265 nm 的 UVC-LED，其 LEE 获得显著提升［87］。如图 12( a) 所示，Takano 等［88］将 AlN / PSS、Ｒh 镜电极和透明
AlGaN∶ Mg 接触层相结合，同时用树脂密封，将制备的 275 nm UV-LED 的外量子效率提高至 20% 以上 ( 见图
12( b) ) 。

图 12

( a) 传统 UV-LED 结构; ( b) 具有 AlN / PSS、Ｒh 镜电极、透明 AlGaN∶ Mg 接触层和树脂密封的新型 UV-LED 结构［88］

Fig． 12

Schematics of ( a) conventional and ( b) novel UV-LED structures with AlN / PSS，Ｒh mirror electrode，transparent

p-type AlGaN∶ Mg contact layer，and encapsulation resin［88］ @ Copyright( 2017) The Japan Society of Applied Physics

由于二维石墨烯具有高的热稳定性以及化学稳定性，使其成为 MOCVD 外延生长Ⅲ-氮化物的合适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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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1］

底

。此外，石墨烯与外延层之间的范德华相互作用有助于弛豫外延层中应力并抑制位错，从而提高 AlN

［92］
［93］
模板和后续 LED 结构的晶体质量 。2010 年，Chung 等 首先报道了以 ZnO 纳米壁为成核位点的石墨烯
［94］
上 GaN 外延生长，其制备的 LED 结构易于剥离并转移到其他衬底上应用。 最近，Chen 等 利用 N2 等离子

体在石墨烯晶格中引入 N 掺杂作为 AlN 的成核位置( 见图 13( a) ) ，并在石墨烯覆盖的蓝宝石衬底上制备了
深紫外 LED。石墨烯上 AlN 外延层的双轴应力被有效降低至 0． 11 GPa。 在注入电流为 80 mA 时，UV-LED
的 LOP 为 1． 7 mW，并且导通电压低、可靠性高( 见图 13( b) ，( c) ) 。 除了用于 UV-LED 的外延衬底外，石墨
［95］
烯还具有高导电性和透明性，使其成为理想的透明导电电极 。 基于这种结构的器件，与具有横向电流注
入的传统台面结构器件相比，电子可以垂直注入到 MOW 中并避免“电流拥挤”效应。

图 13

( a) 石墨烯和 AlN 之间的原子结构模型和电子密度的等值面; ( b) 石墨烯上 DUV-LED 结构的示意图;
( c) 有无石墨烯层 DUV-LED 的光输出功率与注入电流的关系［94］

Fig． 13

( a) Atomic model structures and isosurfaces of electron density between graphene and AlN; ( b)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DUV-LED structure fabricated on graphene; ( c) light output power of the as-fabricated DUV-LED with
and without graphene interlayer as a function of injection current［94］

图 14

( a) Al 隧道结 AlGaN UV-LED 的示意图; ( b) UV-LED 结构中 AlGaN 纳米线的 SEM 照片;

( c) Al 隧道结 AlGaN UV-LED 的 EQE 和 LOP［97］ ; ( d) 图案化衬底上 GaN / Al x Ga1 － x N 纳米线的选区外延示意图;
( e) 通过选区外延生长的 GaN / Al x Ga1 － x N 纳米线阵列 SEM 照片［98］
Fig． 14

(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l tunnel junction AlGaN UV-LED; ( b) SEM image of nanowires in an

AlGaN UV-LED structure; ( c) EQE and LOP of Al tunnel junction AlGaN UV-LED［97］ ; ( d) schematic of the
selective area epitaxy of GaN / Al x Ga1 － x N nanowires on the patterned substrate; ( e) SEM image of
GaN / Al x Ga1 － x N nanowire arrays grown by selective area epitaxy［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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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 AlGaN 材料不同，一维结构 AlGaN 材料( 纳米线 / 纳米柱) 具有独特的光学和电学特性，如对光子以
及载流子有更强的限制效应。此外，纳米结构的 AlGaN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释放 AlGaN 与衬底之
间晶格失配引起的应变，从而提高晶体质量。 而且，纳米结构的 AlGaN 具有较高的 p 型掺杂浓度以及柔性
［96］
［97］
应用的可能性 。Sadaf 等 报道通过分子束外延( MBE) 生长获得了高质量 AlGaN 核-壳隧道结纳米线结
构 UVC-LED，分别通过隧道结和 AlGaN 钝化壳实现了更高的空穴注入效率和电荷限制 ( 见图 14( a) ，( b) ) 。
相应的 UV-LED( 275 nm) 的 LOP ＞ 8 mW，最大 EQE 为 0． 4% ( 见图 14( c) ) 。 为了获得位置和尺寸可控的
AlGaN 纳米线阵列，Liu 等［98］ 在 Ti 掩模的 c 面蓝宝石 / GaN 衬底上选区外延生长 AlGaN 纳米线 ( 见图 14
( d) ) 。图 14( e) 中的 SEM 照片显示轮廓分明的六边形结构 AlGaN 纳米线被成功制备，其间距和大小可控。
2
基于此 AlGaN 纳米线，制备了波长在 279 nm 处的 UVC-LED，该器件具有 4． 4 V 的低开启电压和0． 93 W / cm
的 LOP。由于沿 AlGaN 纳米线的生长方向直径较小，因此可以实现非极性侧壁，从而消除 c 平面 AlGaN 中
［99］

的强极化场的影响，提高器件性能。最近，Ｒa 等
的超过 3% 。

4

报告了非极性 AlGaN 核-壳结构纳米线 UV-LED，其 EQE

AlGaN 日盲紫外探测器

日盲紫外探测器在火焰监测、导弹预警、生物成
［2，
100-103］
。
像、非视距通信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图 15 列 举 了 日 盲 紫 外 线 探 测 器 的 一 些 典 型 应 用。
AlGaN 材料具有超宽带隙且在日盲波段具有很强的吸
收系数，因此被认为是实现高效日盲紫外探测的最有
希望的材料之一。由于 AlGaN 三元合金材料是可制备
的，因此可以制造基于 AlGaN 薄膜材料甚至是纳米结
构的不同类型探测器。 如图 16 所示，使用最广泛的
AlGaN 日盲紫外探测器的结构包括光电导型结构，肖
特基型的金属-半导体-金属结构 ( MSM) ，肖特基二极
管，PIN 和 PININ 型二极管，NIPIN 双极晶体管，HEMT
［104-111］

结构和三极光电晶体管

。

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性能特征。 通常直接在半
导体上形成两个欧姆接触的光电导型探测器具有非常
高的光学增益，这归因于表面状态作用或缺陷导致的
［112-113］

较长载流子寿命

。 然而更长的载流子寿命会导

图 15
Fig． 15

日盲紫外探测器的应用

Some applications of the solar-blind
ultraviolet detectors

致器件响应速度变慢，因此阻碍了该种类型器件的广
泛应用。AlGaN 日盲紫外光电导探测器的响应时间范围一般从几百微秒到毫秒级，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某
［104，
114］

些低速检测系统中使用

。肖特基型 MSM 探测器也可以通过在半导体上直接沉积电极制备，不同的是

其电极与半导体之间形成的是肖特基接触。由于肖特基势垒可以有效地抑制暗电流，因此与光电导型探测
［115-116］
。同样，肖特基型 MSM 探测器也面临响应速度
器相比，肖特基型 MSM 探测器可以实现更好的信噪比
低的问题。另外，AlGaN 异质结构界面处形成具有超高载流子迁移率的二维电子气 ( 2DEG) 可以被应用于
［110，
117-118］
。如图 17( a) 所示是一组典型的 AlGaN 日盲紫外探测器的器件结构，存在极化
提高探测器的性能
( S A ) 和不存在极化( S B ) 的紫外探测器在不同偏压下的光谱响应如图 17( b) 所示［118］。 研究发现，存在极化
效应的紫外探测器的性能要优于无极化的紫外探测器。具有极化结构的紫外探测器性能提高的机理可以总
结如下: 首先，AlGaN 中的异质结构可以增强材料层中的极化场，从而延长光生载流子的寿命 ( τ ) ; 其次，光
生载流子在高迁移率的 2DEG 通道中传输，缩短了载流子传输时间( t) 。因此可以提高光学增益( G) ( G ∝τ /
t) 。基于 HEMT 结构，研究人员制备了三极光电晶体管［111，119-120］。通过调节栅极电压，可以有效地控制极化
场和 2DEG 浓度。因此，通过附加的栅极电压可以进一步提高探测器性能。可以看出，无论是 HEMT 检测器
还是三极光电晶体管，都可以通过延长载流子寿命来提高光学增益，但与光电导型探测器类似，器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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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通常会变慢。因此，所提到的这些结构更适合于低速探测系统。

图 16

( a) 光电导探测器，( b) 肖特基型 MSM 探测器，( c) 肖特基光电二极管，( d) PIN 二极管，( e) PININ 二极管，
( f) 双极型光电晶体管，( g) HEMT 结构探测器，( h) 三极光电晶体管的结构示意图

Fig． 16

Schematic structure diagrams of ( a) photoconductor，( b) Schottky-type MSM detector，( c) Schottky photodiode，

( d) PIN diode，( e) PININ diode，( f) bipolar phototransistor，( g) HEMT structure detector and ( h) tripolar phototransistor

图 17

( a) 极化增强型 AlGaN 日盲紫外探测器的结构图; ( b) 有极化( S A ) 和没有极化( S B ) 的紫外探测器
在不同偏压下的光谱响应( 插图为对数刻度)

Fig． 17

［118］

( a) A structure diagram of polarization-enhanced AlGaN solar-blind ultraviolet detector; ( b) spectral responses under

different biases for the ultraviolet detectors with polarization ( S A ) and without polarization ( S B ) ( semilog scale in the inset) ［118］

除了响应速度低的问题外，光电导型探测器、肖特基型 MSM 探测器、HEMT 探测器和三极光电晶体管通
常是水平传输结构，这限制了高像素焦平面阵列的制造。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便需要制备垂直结构器件。肖
特基二极管和 PIN 二极管是使用最广泛的垂直传输结构器件，适用于焦平面阵列的制造。另外，由于载流子
漂移长度短，肖特基二极管和 PIN 二极管通常可以表现出较快的响应速度。与此同时，由于其内部存在较强
的内建电场，它们可以在零偏压下自我驱动。但是这些结构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1) 垂直结构需要位错密度
非常低的高质量材料，否则器件的漏电流将很大; ( 2) PIN 结构需要高效 p 型掺杂，这对 AlGaN 合金材料尤
［2］

其是日盲 AlGaN 结构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

; ( 3) 它们通常在零偏压或低电压下没有光学增益，从而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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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度相对较低。尽管通过使用高质量的 AlN / 蓝宝石模板方法降低 AlGaN 材料中穿透位错密度、使用 pGaN 接触层代替 p-AlGaN 接触层的方法，使探测器在偏压下外量子效率提高到了 80% 左右，－ 5 V 偏压下器
件外量子效率提高至 89% ，但器件的响应度仅为 176 mA / W，并且由于 p-GaN 层的存在降低了器件的日盲与
［30］
可见盲的抑制比 。垂直传输结构中在低偏压下实现高光学增益似乎没有解决方案。 但实际上，双极型光
［109，
121-122］
。由于存在基极层，光生电子将被集电极收集，而由于基极
电晶体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层和发射极之间的势垒，空穴将被捕获在基极层中。为了保持电中性，更多电子将会被从发射极中注入，从

而获得高光学增益。可以看出，双极型光电晶体管增益的来源与光电导型器件相似，这表明它也将面临与光
电导型探测器相同的问题，即双极型光电晶体管具有相对较慢的响应速度。
检测微弱的光信号甚至单个光子是光电探测器中追求高内部增益的原始驱动力。为了实现高增益并保
持快速响应速度，另一个重要的增益机制———碰撞电离被广泛研究。这种增益机制依赖于高电场下的载流
子碰撞电离，从而产生雪崩效应。 基于雪崩效应的高增益光电二极管称为雪崩光电二极管 ( APD) 。AlGaN
基日盲紫外 APD 通 常 是 垂 直 传 输 结 构。 基 于 AlGaN 材 料 的 肖 特 基 和 PIN 结 构 都 曾 用 于 制 备 日 盲
APD［106，123-125］。然而，薄的光吸收层和短的载流子撞击电离区阻碍了电流增益的提高。而且，光吸收和载流
子电离发生在同一区域，这产生双极载流子倍增，从而导致相对较高的噪声。 分离的吸收和倍增区域 APD
( SAM-APD) 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SAM-APD 通常在背照时采用 PININ 的结构，而在正照时采用 PIPIN
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低场层( PININ 结构中的 NIN 区域和 PIPIN 结构中的 PIP 区域 ) 通常是主要吸收区
域。当光子被吸收层吸收时，产生光生载流子，电子和空穴被吸收层中的电场向相反的方向驱动。 因此，只
有一种载流子( PININ 中的电子和 PIPIN 中的空穴 ) 漂移到倍增区域并引发碰撞电离。SAM-APD 可以实现
［126-131］
。最近，有报道称 PIN 结构的 AlN / GaN 多量子阱有源区也可以抑制空穴电离，从而获
高增益和低噪声
［132］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 AlN 衬底质量的提高，可以生长高质量的日盲 AlGaN 材料，
得高增益和低噪声
［133］
。图 18 展示了 AlGaN 基日盲紫外 APD 的雪崩
使得 AlGaN 基日盲紫外线 APD 的增益取得了很大的提高

增益研究进展。随着 AlN 基底或 AlN / 蓝宝石模板质量的提高，以及高 Al 组分 AlGaN 材料的 p 型掺杂效率
的提高，未来 AlGaN 基日盲紫外 APD 的性能将进一步提高。
如上所述，高 Al 组分 AlGaN 的材料质量和 p 型掺
杂效率阻碍了 AlGaN 基日盲紫外探测器的发展。为了
克服瓶颈问题，除了不断优化材料生长和掺杂方法外，
还采用了一些其他方法，例如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增强
( SPＲ) 效应［134-135］，采用非对称电极和纳米结构来改善
AlGaN 基日盲紫外探测器性能等。 如图 19 ( a) 和 ( b)
所示，使用 Al 纳米颗粒修饰 AlGaN 表面可以有效提高
［4］
器件的响应度 。如图 19( c) 和( d) 所示的 Al 纳米颗
粒增强的 AlGaN 基肖特基型 MSM 日盲紫外探测器，其
269 nm 处的峰值响应度为 2． 34 A / W［136］。Li
在 20 V、
［137］

等

通过开尔文探针力显微镜直接观察到了局部等
离激元场的增强，并在实验上证实了表面等离激元的

图 18

AlGaN 基日盲紫外 APD 的雪崩增益发展情况

Fig． 18

Avalanche gain advancement of the AlGaN-based
solar-blind ultraviolet APD

有效性。最近，该课题组报道了通过 MOCVD 原位制
备 Al 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纳米粒子的方法，该方法可用于 AlGaN 基日盲探测器并增强 AlGaN 基近紫外探测
［138］
。如图 19( e) 和( f) 所示为采用非对称电极制备的自驱动肖特基型 MSM 日盲紫外探测器，此方
器的性能
［139］
。 除此之外，研
法可避免 p 型掺杂问题，然而其在零偏压下 EQE 仅为约 24% ，无法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
AlN
/
GaN
，
AlGaN
究人员还尝试将
纳米线盘用于制备日盲紫外探测器 丰富了
日盲紫外探测器的制造
［140］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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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c) Al 纳米颗粒增强的 AlGaN 肖特基型 MSM 日盲紫外探测器结构，( e) 不对称电极的肖特基型

MSM 日盲紫外探测器和( g) AlN / GaN 纳米线盘阵列光电二极管。( b) ，( d) ，( f) 和( h) 分别是( a) ，( c) ，( e) 和
( g) 中探测器的光谱响应［4，136，139-140］
Fig． 19

Schematic diagrams of ( a) ，( c) Al nanoparticles enhanced AlGaN Schottky-type MSM solar-blind ultraviolet

detector，( e) asymmetric electrodes Schottky-type MSM solar-blind ultraviolet detector and ( g) AlN / GaN disk-in-nanowire
array photodiode． ( b) ，( d) ，( f) and ( h) are the spectral response for the detectors in ( a) ，( c) ，( e) and ( g) ，
respectively［4，136，139-140］

5

结

语

由于研究人员的努力付出，AlGaN 基材料的结晶质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大幅度提升，使 AlGaN 基
半导体材料满足了基本的光电器件制备需求，如 LED、光探测器等。然而，在未来的研究中仍存在巨大的挑
战，AlGaN 基器件的性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尽管在异质衬底上外延生长的 AlGaN 基材料满足了部分应用
的需求，然而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位错密度基本得到有效抑制后，相关点缺陷的研究也即将成为下
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大尺寸、低成本的 AlN 体材料同质衬底的获得仍是目前噬待解决的难题之
一，是制约 AlGaN 基材料结晶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 AlGaN 材料的 p 型掺杂水平也急需提
18
－3
高，
尽管已经有报道实现了高 Al 组分 AlGaN 的空穴载流子浓度达到 10 cm 量级的 p 型掺杂，然而目前还
没有大规模的关于 AlGaN 高效、稳定的 p 型掺杂报道。 而对于光电器件制备而言，除了需进一步提高材料

质量以及 p 型掺杂效率外，器件结构的优化设计亦是重中之重，比如如何通过器件结构设计获得更高的内量
子效率、光提取效率以及电流注入效率等。目前相关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降低器件尺寸、引入二维材料、
创新能带工程设计以及调节材料表面界面状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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