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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硅多条探测器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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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介绍了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联合研制的双面硅多条探

测器的初步测试过程及测试结果。测试内容包括:探测器的电特性、能量分辨率、二维能谱、条间

串扰(crosstalk)。在-25V全耗尽偏压下,各条的反向漏电流均小于10nA,对于5.486MeV的毩
粒子,正面各条的能力分辨率在1.5%左右,条间串扰在6%左右;背面各条能量分辨率稍差,在

3%左右,其条间串扰在1%左右。同时对进口的 MicronBB1直流耦合单边读出的双面硅条探测器

做了相同测试,并进行了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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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暋暋双面硅条探测器因具有较好的位置和能量分辨

率、较宽的线性范围等优点,从而被广泛应用于高

能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宇宙线等实验研究[1]。
例如,由于其具有很好的二维位置分辨能力,世界

各大高能物理实验室采用它作为带电粒子轨迹重建

的顶点探测器[2-5]。由于该探测器对低能和中能粒

子的探测很有效,俄罗斯 Dubna的JINR用其作为

研究天体物理的望远镜[6]。在低能区的超重核合成

研究中,双面硅条探测器常被用作余核注入探测

器,通过对余核级联衰变的粒子进行时间、位置的

关联测量来指认目标核等[7-8]。在高粒子多重性的

中能重离子碰撞研究中,该探测器又可作为粒子鉴

别的殼E/E 探测器。例如: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的 HIRFL灢CSR外靶终端,靶区周围准备使

用前后两组32单元的双面硅微条探测器装备成

殼E灢E 阵列,负责粒子鉴别和径迹测量。

暋暋硅条探测器需采用微机械加工工艺和离子注入

掺杂技术,制作工艺复杂,难度较大。目前,国内

实验用硅条探测器完全靠进口,且价格昂贵。所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

院决定联合研制双面硅多条探测器。研制出的探测

器所采用的硅材料为进口的经过双面抛光的4英寸

标准优质高阻 N 型硅片。探测器的灵敏面积为50

mm暳50mm,P面和 N+ 面都为相互平行、宽度相

等的16条,每一条3mm暳50mm,相邻条间栅间

距为100毺m。主要工艺流程如下:(1)表面氧化,
氧化层厚度为6000痄;(2)光刻探测器正面灵敏区

窗口,注入硼离子(剂量为2暳1014ions/cm2),退火

形成PN结;(3)光刻探测器背面灵敏区窗口,注

入磷离子(剂量为1暳1015ions/cm2),退火形成欧

姆接触;(4)光刻探测背面 N+ 条之间的栅隔离区,
反刻出一道20毺m 宽的沟槽,并在此进行硼注入

(剂量为2暳1014ions/cm2),形成P灢STOP区;(5)

P面Si条溅射铝电极;(6)P面氧化层区域反刻去

掉铝层;(7)N+ 面Si条溅射铝电极;(8)N+ 面氧

化层区域反刻去掉铝层。图1给出了结构示意图和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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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面硅多条探测器的示意图(a)和实物照片(b)

2暋测试原理及装置

2.1 电特性的测试

暋 暋 双 面 硅 多 条 探 测 器 的 V灢I 特 性 是 使 用

Hp4156B半导体参数测试仪在屏蔽探针台中逐条

测量而得到的。测量时,N+ 条全部接地,P+ 条接

负电压。测试温度为15曟。根据所用硅片标称的

电阻率得到该探测器的全耗尽电压为20V 左右。
测试给出了偏压分别为20和25V时每一条的漏电

流,能谱测量结果表明在这两种电压下探测器皆处

于全耗尽状态。

2.2 探测特性的测试

暋暋测试中,用三组份239Pu源和241Am 源发射的毩
粒子对探测器进行了测试。测试在真空环境中进行

(7.42暳10-4 Pa)。测试系统主要包括接收探测器

输入信号的输入模块、对探测器信号进行放大成形

和取样保持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ASCI)、用于电

路板 功 能 测 试 的 信 号 发 生 器、低 压 差 分 信 号

(LVDS)传输电路、电源系统、用于控制集成电路

参数和读取环境参数的慢控制系统和其他辅助电

路。读出电子学采用面向仪器系统的外设部件互连

接口的扩展(PXI)总线的数据采集系统,功能模块

插件采用 PXI灢6133数字采集卡,机箱采用 PXI灢
1033,机箱控制器为PCIe-8361。测试时,硅多条

探测器正反两面各16路信号全部引出。偏压电源

通过模拟电路板将工作偏压加到硅多条探测器各

条,由双面硅多条探测器输出的信号经过模拟电路

板中的 ASIC电路进入数字电路板中的复杂可编程

逻辑器件(CPLD),再由计算机控制信号取样时钟

驱动器进行数据获取,并通过LPT(并行接口)将慢

控制信号通过数字电路板馈入模拟电路板进行控

制。

3暋测试结果

3.1 漏电流和条间电阻

暋暋测试中,将背面条(N+ )条全部接地,正面各条

加偏压。测量了偏压分别为20和25V时各条的漏

电流,同时测量了背面相邻 N+ 条的条间电阻。表

1和表2分别给出了在15曟下9# 探测器的电特性

测量结果。

表1 9# 探测器偏压为20V和25V时各条的漏电流

硅条序号
漏电流/nA

偏压20V 偏压25V

1 3.55 4.00

2 3.31 3.71

3 4.04 4.60

4 3.15 3.55

5 3.34 3.77

6 3.31 3.74

7 3.75 4.33

8 3.25 3.68

9 3.24 3.71

10 3.24 3.71

11 3.27 3.69

12 3.27 3.65

13 3.28 3.73

14 3.29 3.66

15 3.31 3.66

16 3.42 3.90

暋暋随着温度的升高,漏电流会有一定程度的增

加。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平面工艺的漏电流在

0.5—2nA/100毺m·cm2是优良的。表中列出的这

个探测器的漏电流很小,符合这一标准。表2给出

了该探测器背面各相邻 N+ 条之间的电阻(0偏压)。
该指标对于双面硅条探测器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

反映了 N+ 条之间的隔离情况。在探测器处于全耗

尽的情况下,这个电阻值在几百k毟 范围。这些数

据和进口探测器的指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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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9# 探测器背面相邻N+ 条间的条间电阻

硅条序号 电阻/k毟

1-2 3.5

2-3 3.5

3-4 3.6

4-5 3.6

5-6 3.6

6-7 3.6

7-8 3.6

8-9 3.7

9-10 3.8

10-11 3.8

11-12 3.8

12-13 3.8

13-14 3.7

14-15 3.6

15-16 3.4

3.2暋探测器特性

3.2.1暋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

暋暋测试中,用三组份239Pu源发射的毩粒子对探

测器进行了测试,239Pu源与探测器的垂直距离在3
cm 左右。测量时将探测器背面接地,正面加负偏

压。测试条件如下:工作偏压-24V,主放成形时

间t=1毺s,真空中测量(7.4暳10-4Pa)。图2给出

了探测器其中一条的能谱图。

图2 双面硅多条探测器正面第9条239Pu毩源能谱

暋暋我们对该能量峰采用三峰高斯拟合,以确定峰

位和统计误差。由FWHM=2.36氁,进而根据毲=
FWHM/E 得到该探测器各条的能量分辨率。表3
给出了正面各条的能量分辨率。背面各条的能量分

辨率稍差,在3%左右,主要是因为背面镀铝死层

厚度较大等原因而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制

作的探测器各条均匀性方面还较差。

表3 探测器正面各条能量分辨率

硅条序号 能量分辨率(%)

1 1.39

2 1.70

3 1.47

4 1.68

5 1.51

6 1.57

7 1.77

8 1.64

9 1.54

10 1.60

11 1.59

12 1.35

13 1.50

14 3.26

15 1.42

16 1.34

3.2.2暋探测器的二维能谱和串扰(crosstalk)分析

暋暋在硅条探测器的制造中,相邻条之间会存在一

个等效耦合电容。当某一带电粒子入射到一个条带

并在其中产生一定电荷时,这一耦合电容会在相邻

条中产生感应电荷,从而产生伪信号,即形成串扰

(crosstalk)。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测量crosstalk:
一种测试方法是在二维能谱中,相邻两条同时收集

到的事件数占其中一条收集到事件数的百分比[9]。
另一种测试方法是在探测器的某一条上加入脉冲信

号,相邻条上收集到的信号幅度和该条上收集到的

信号幅度之比[10]。

暋暋 为 方 便 起 见,我 们 采 用 第 一 种 方 法 测 量

crosstalk。图3给出了用241Am 源发射的毩粒子测

量的正面和背面相邻两条之间的二维能谱。241Am
源与探测器的垂直距离在3cm 左右。

暋暋241Am 放射源从正面入射时正面相邻两条的二

维能谱图如图3(a)所示,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分别

表示由条4和条5分别单独收集到的事件,两条直

线间的第一象限区是一个向原点方向弯曲的曲线,
表示由条4和条5共同收集到的事件。曲线上任一

点对应的总能量(横坐标和纵坐标能量之和)小于毩
粒子的总能量。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
个。(1)由于是用放射源进行测试,而且测试过程

中放射源离探测器较近,所以斜入射很严重。毩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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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斜穿过相邻两灵敏条之间厚度为6000痄的SiO2

栅时,可损失大约0.12MeV 的能量,所以沉积到

探测器中的能量信号就会相应减小。(2)硅条间有

隔离栅。当硅条上加电压时,栅附近的耗尽区电场

会产生畸变,在栅中央处几乎没有电场,因此在这

一区域内被毩粒子电离产生的载流子收集很慢。空

穴的漂移速度仅为电子漂移速度的1/10,其被正面

电极收集前有很大几率被复合,从而也使收集到的

总电荷有损失。(3)由于等效耦合电容的存在,在

某条上收集到信号电荷时,在相邻条上感应出伪信

号,即真正的crosstalk。

图3 相邻两条的二维能谱

(a)正面相邻两条的二维能谱,(b)背面相邻两条的二维能谱。

暋暋241Am 放射源从正面入射时背面相邻两条的二

维能谱图如图3(b)所示。由于该源的毩粒子在硅

中的行程比较短(~30毺m),而且仅有正面的电场

畸变区对载流子有影响,背面的电场畸变区对载流

子没有影响。由于背面电极收集的是电子载流子,
漂移速度快,被复合几率相应减小,所以背面相邻

两条的二维能谱图主要部分为一条在横坐标和纵坐

标截距相等的直线,其信号总能量等于毩粒子全部

沉积在探测器中的能量。需要指出的是,图中直线

非理想直线,而是稍稍向上弯曲,这是电子学非线

性造成的。

暋暋从这种方法测得的探测器crosstalk水平,正面

在6%左右,背面在1%左右。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这一数据比真正意义上的crosstalk(即用脉冲源方

法测得的crosstalk)要高。

暋暋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对进口 MicronBB1硅条

探测进行了同样测试。该进口厚度1000毺m,每一

面有40条,条宽为1000毺m,体电容20pf,全耗尽

电压为170V,隔离栅宽度为150毺m。该探测器的

能量分辨率和crosstalk水平均在1%左右(如图

4)。

图4 MicronBB1239Pu毩源能谱

(a)一维能谱,(b)二维能谱。

4暋总结

暋暋进口硅条探测器的各条能量分辨率较为均匀,
均在1%左右。我们制作的双面硅条探测器的正面

能量分辨率在1.5%左右,背面的能量分辨率在

3%左右,探测器条均匀性还不够好,工艺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进口探测器相邻两条之间也有crosstalk
(见图4(b)),其背面crosstalk水平在1%左右,与

国产探测器相当,其更多地反映了斜入射时能损被

相邻两条共同收集的事实而非真正的crosstalk。正

面crosstalk水平在1%左右,比国产探测器要好。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关键参数如条均匀性、能量

分辨率、crosstalk水平等方面,国内研制的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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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口探测器相比还是有些差距,这需要我们进一

步严格控制工艺条件,改善工艺参数。相信随着工

艺的不断提高,探测器的性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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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fDouble灢sidedMulti灢stripSilicon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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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estingofadoubled灢sidedmulti灢stripsilicondetectormanufacturedbyInstituteofModern
PhysicsofCASandPekingUniversitywereintroduced.Theelectricalcharacteristicsandenergyresolu灢
tion,two灢dimensionalspectrum,crosstalkwerepresented.Thereverseleakcurrentofeachstripissmal灢
lerthan10nAunderbiasvoltageof25V.Theenergyresolutionofstripsonthefrontsideisabout1.5%,

butalittleworseforthebacksidestrips,about3%.Thelevelofcrosstalkisabout6%forthefrontside,

1%forthebackside.SametestswerecarriedoutonthecommercialMicronBB1detectorandacomparison
waspresented.

Key words:double灢sided multi灢strip silicon detector;electricalcharacteristics;energy resolution;

cros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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