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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围绕高分辨率对地微波成像雷达对天线高效率、低剖面和轻量化的迫切需求, 分析研究了
有源阵列天线的特点、现状、趋势和瓶颈技术, 针对对集成电路后摩尔时代的发展预测, 提出了天线阵
列微系统概念、内涵和若干前沿科学技术问题, 分析讨论了天线阵列微系统所涉及的微纳尺度下多物
理场耦合模型、微波半导体集成电路、混合异构集成、封装及功能材料等关键技术及其解决途径, 并
对天线阵列微系统在下一代微波成像雷达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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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是国家下达的一项重大科研项目. 高分辨率对地微波成像雷
达是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重要组成部分. 微波成像雷达不仅能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静止目
标的结构形状信息, 而且能实时探测地面、空中或空间的运动目标. 微波成像雷达系统能力与目标的
电磁特性、天线理论和工程及信号处理技术等密切相关.
相控阵技术已成为雷达发展的主流, 包括高分辨率对地微波成像雷达. 为了有效地缓解微波成像
雷达高分辨率与宽观测带之间的矛盾, 有源阵列天线是理想的选择, 并且天线的高效率、大孔径、低
剖面和轻量化是工程应用的急需, 也是天线工程师永恒的追求. 天线高效率能让天线获得发射、接收
双程得益, 是星载微波成像雷达优先追求的重要参数; 天线大功率孔径积是微波成像雷达的基本要求,
天线大孔径是获得雷达大功率孔径积最简洁的方式; 由于卫星发射受到火箭整流罩包络的限制,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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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线对微波成像雷达性能影响关系分析
Table 1

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eﬀect of antenna on microwave imaging radar performance

Features of array antenna

Beneﬁts of microwave imaging radar

Mechanism analysis
Large signal bandwidth is used to improve distance resolution.

Theoreti-

cal distance resolution = C/2B, where
Realizing
Wide-band, multi-beam

of

C refers to light speed, and B means

high-resolution wide-swath imaging,

multiple

functions

signal bandwidth. Multi-beam mecha-

GMTI/AMTI.

nism is applied, and the multi-channel
echo is multiplexed to fully utiliz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o achieve wideswath imaging and GMTI.

Improving

Multi-band, multi-polarization

capability

in

multi-

dimension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o

The diﬀerence of target scattering

ensure the full information. Realizing

characteristics at diﬀerent frequencies

multi-band

multi-polarization

and polarizations is applied to acquire

Improving tar-

the fused image with more complete

and

SAR image fusion.

get classiﬁcation, identiﬁcation and

target information.

interference-resistant capability.

High isolation

Reducing the crosstalk of the main

Polarization/frequency signal purity is

signal from the accompanying signal.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image quality.

Improving the purity of the polar-

Crosstalk among channels aﬀects im-

ized/frequency signal. Improving the

age deﬁnition and reduces the ability

SAR image quality.

to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he image.
High eﬃciency can improve radar per-

High eﬃciency,
light weight

low proﬁle,

Improving the system sensitivity, and

formance and reduce power and ther-

radar conﬁgurability in the space plat-

mal design costs. Low proﬁle and light

form.

weight can facilitate platform loading

Decreasing the platform cost

and the launching cost.

and meet satellite launching envelope
requirements.

较低剖面厚度天线的折叠, 才能得到较大的天线孔径; 有源阵列天线轻量化是降低发射运载和卫星成
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
综上所述, 高分辨率微波成像雷达的性能参数与有源阵列天线的频率特性、带宽特性和极化特性
密切相关 [1] , 如表 1 所示. 为了提高天线效率、减小天线阵面尺寸, 采用多波段、多极化共孔径天线技
术; 为了缓解高分辨率与宽观测带之间的矛盾, 提高观测带宽度, 采用多通道技术. 在高效率、低剖面
和轻量化条件下, 实现天线共孔径和多通道等技术, 大大地增加有源阵列天线的研究难度, 需要从有
源阵列天线系统架构层面进行折衷、分析和优化, 也要从理论和设计方法上进行研究.

2

有源阵列天线特点和瓶颈

在集成电路摩尔 (Moore) 时代,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是集现代相控阵天线理论、半导体技术及光电
子技术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物, 例如, 有源阵列天线中的 T/R 组件、延时放大组件等. 有源阵列天线有
成千上万个 T/R 组件, 每个 T/R 组件都是由发射链路中的放大器和接收链路中的低噪声放大器,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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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相器等构成 [2] .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monolithic microwave integrated circuit,
MMIC) 技术、射频微机械电子系统 (radio frequency 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RF MEMS) 技
术和集成封装技术为高性能、高可靠、小型化和低成本 T/R 组件的实现提供了技术途径. 尤其是集
成电路技术正在从窄带单功能向宽带多功能、从单片集成电路 (monolithic integrated circuit, MIC) 向
片上系统 (system on chip, SoC), 以及从多芯片组件 (multi-chip module, MCM) 向多功能系统级封装
(system in package, SiP) 方向发展, T/R 组件的结构形式由砖块式 (brick) 发展到瓦片式 (tile) [3] , 这
些都极大地推动有源阵列天线技术的发展.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在高分辨率微波成像雷达应用时, 特别适合多模式快速切换、波束赋型和波束
扫描, 实现微波成像雷达多种模式工作, 使雷达具有快速响应、自适应和故障弱化等能力. 根据微波成
像雷达的特点和技术的发展, 最值得重视的是有源阵列天线以下几个特征.
2.1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是提升微波成像雷达性能的重要途径

高分辨、多波段、多极化、多平台是合成孔径成像雷达的重要发展方向,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在高
分辨率成像和多种模式实现上, 具有显著的优势.
不同装载平台的微波成像雷达都非常关注天线孔径与发射平均功率乘积. 众所周知, 合成孔径雷
达的方位分辨率是天线方位向尺寸的一半, 从这点来看, 天线尺寸越小越好, 而大天线孔径是降低合成
孔径雷达造价的重要途径, 人们期望天线尺寸尽可能大, 发射功率尽可能低, 因此, 实现高分辨率和采
用大天线孔径是一对矛盾. 有源阵列天线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矛盾, 低分辨率时, 可以有效地利用天线
大孔径, 高分辨率时, 通过相位加权展宽天线波束等效缩短天线孔径尺寸.
有源阵列天线的运用, 使星载微波成像雷达扫描成像 (ScanSAR) 模式距离向的观测带宽度、聚束
成像 (SpotlightSAR) 模式的波束指向精度都大幅提高. 有源阵列天线波束扫描灵活、无惯性和速度快
的特点使微波成像雷达能够实现精确运动补偿, 保障高分辨率成像的实现, 从而提高雷达成像质量.
2.2

有源阵列天线有利于提高微波成像雷达抗干扰能力

微波成像雷达的目的是获得被选择区域情报信息, 对雷达干扰的目的是阻止、混淆、或迟时获得
被选择地域的信息. 对常规情报或跟踪雷达来说, 干扰机的有效性一般用雷达作用距离的减小量来度
量. 对于微波成像雷达, 干扰机就是阻止一个区域图像信息的侦察, 干扰机的有效性, 一般用系统灵敏
度的降低量来度量.
雷达抗干扰目的就是减小对雷达的干扰效果, 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 通常采用的如提高雷达有效
辐射功率、低或超低副瓣天线、大时宽带宽乘积信号、双/多基地雷达系统等方法, 这些对提高雷达抗
电子干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对有源阵列天线来说, 由于空间波束 (功率) 合成的高效率, 天线具有高
增益、低副瓣电平能力, 有利于提高天线辐射总功率; 由于天线的每个辐射单元的幅度和相位可以独
立控制, 利用空间滤波技术, 实现天线自适应副瓣置零, 抑制干扰与杂波; 同时, 也有利于实现辐射能
量管理, 合理使用辐射能量, 提高雷达抗干扰自卫距离.
2.3

有源阵列天线有利于实现微波成像雷达的标准化、模块化

对雷达性能要求的提高和雷达工作环境的恶化, 使雷达系统的构成越来越复杂, 研制周期加长, 研
制和生产成本上升, 技术风险增加. 为适应这种形势, 有源阵列天线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有源阵列天线
可采用大量一致的标准组件 (例如 T/R 组件、延时放大组件等), 这利于雷达的标准化、模块化和降低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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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是一种会赋予微波成像雷达 “新生” 的技术, 但是, 就其技术的本身尚有
天线的剖面厚度厚、效率不高和重量较重等诸多难度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些技术瓶颈必将限制新
一代高分辨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的发展.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按照摩尔定律不断纵深发展, 微电子、光电
子、微机电等基础技术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是进一步向纳米级集成发展的步伐受到技术和成本的
约束越来越大; 有源阵列天线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技术路线来满足微波成像雷达对大孔径、高效率、
低剖面和轻量化天线的需求 [4] . 与此同时, 随着跨界系统架构和软件算法的兴起, 跨界融合形成新型
能力以满足下一代潜在需求成为创新热点 [5] . 后摩尔时代的到来, 需要系统架构技术与微纳电子技术
的紧密结合和融合创新, 因此, 就有源阵列天线而言, 天线阵列微系统技术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前沿
新兴技术, 将是后摩尔时代的产物.

有源阵列天线与天线阵列微系统

3

有源阵列天线发展现状

3.1

有源阵列天线技术的发展, 不断地推动通信、雷达, 以及个人消费电子等系统小型化、集成化和
低功耗. 传统的有源阵列天线是砖块式 (brick) 结构, 它是由无源天线阵面、多种功能模块与无源天线
集成在一起的. 针对新一代信息系统的微型化、多功能、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等多种需求, 并随
着半导体技术以及先进封装工艺的发展和驱动, 出现了片上天线 (antenna on chip, AoC)、封装天线
(antenna in package, AiP)、系统级封装 (SiP) 等新型天线. AoC 和 AiP 分别属于 SoC 和 SiP 概念的
范畴. 在这几种天线形式之外, 还出现了瓦片式天线 (tiled antenna).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AoC 是通过半导体材料与工艺将天线与其他电路集成在同一个芯片上, 是基于硅基工艺的片上天

线 . AoC 技术可以以更低的系统成本来提高天线的性能和功能, 但是由于使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
难以使每个类型的电路性能达到最优, 进而导致天线系统性能难以达到最优. 同时, 由于硅片本身的
低电阻率、高介电常数的特性, 天线辐射时很大一部分能量集中在硅基片内, 从而天线辐射效率和增
益一般都较低. 常规硅基工艺的片上天线的增益一般小于 −5 dBi, 辐射效率只有 5%, 甚至更低 [7] . 采
用质子注入 [8] 、微机械加工 [9] 、人工磁导体, 以及介质透镜 [10] 等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天线的增
益或辐射效率.
[6]

AiP 是通过封装材料与工艺, 将天线集成在携带芯片的封装内. 封装天线技术继承和发扬了微带

天线、多芯片电路模块及瓦片式相控阵天线结构的集成概念, 将天线触角伸向集成电路、封装与新型
材料等领域 [11] . 相比于 AoC, AiP 将多种器件与电路集成在一个封装内, 完成片上天线难以实现的
复杂功能和特定的系统级封装, 有效避免了半导体衬底的低电阻率带来的增益损耗问题, 天线辐射效
率一般达到 80%以上 [12, 13] . 封装形式有芯片直接贴装 (direct chip attach, DCA) [14] 、焊盘阵列封装
(land grid array, LGA) [15] 、四侧无引线扁平封装 (quad flat no lead, QFN) [16, 17] 、嵌入式晶圆级球栅
阵列 (embedded wafer level ball grid array, eWLB) 封装 [18] , 以及基于低温共烧陶瓷 (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s, LTCC) 封装 [19] . 将厚膜技术实现的天线阵列同射频芯片通过金丝键合封装到一个
QFN 封装里面, 实现了中心频率 122 GHz, 带宽 12 GHz, 最大增益 11.5 dBi 的封装天线 [16] . 图 2 是
一种四单元有源阵列封装天线样品, 中心频率 10 GHz, 带宽 4 GHz, 单通道脉冲功率 5 W.
SiP 采用绝缘衬底上的硅 (silicon-on-insulator, SOI) 工艺和 QFN 封装技术 [20∼22] , 将片上天线和

封装天线相结合, 在 54.5∼63.4 GHz 的频率范围内, 实现了最大 8 dBi 的天线增益. 偶极子天线利用
eWLB 封装内部的再分布层 (redistribution layer) 来实现, 并在封装外部设计了一个介质透镜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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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d
antenna

SiP

AoC
AiP
Brick antenna

Active array antenna

图 1 (网络版彩图) 几种有源阵列天线之间的关系示
意图

图 2 (网络版彩图) 一种封装天线样品
Figure 2

(Color online) A sample of antenna-in-package

Figure 1 (Color online) Relation between several types
of active array antenna

DC/RF and
control
signal feed
circuit
Antenna

T/R tile

图 3 (网络版彩图) 瓦片式阵列天线示意图
Figure 3

(Color online) Tiled module array antenna

天线增益 [18] , 该天线在未安装透镜时的增益为 5.9 dBi, 安装上透镜后, 增益提升到 13.7 dBi.
瓦片式阵列天线的结构特点是多功能电路板同时作为封装外壳的主体, 其往往不使用或很少使用
高频、低频接插件 [23∼25] . 采用瓦片式阵列可以大幅度降低天线系统的厚度, 极大减少连接器和电缆
的使用数量. 射频模块可选择商用微波封装和制造技术, 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种瓦片式阵列架构采用
工业标准的 QFN 封装, 将有源电路层直接焊接在一个廉价印制电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上, 然后再直接焊接到瓦片天线阵面的背部. 瓦片式阵列天线如图 3 所示.
在集成电路后摩尔时代, 亚微米、纳米技术的出现, 给有源阵列天线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
方面高效率、低剖面和轻量化大孔径阵列天线是微波成像雷达装备发展需求, 具有重大军事应用前景;
另一方面, 天线阵列微系统将电子信息系统的微型化、多功能化、智能化、低功耗和可靠性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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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High efficiency
• Large bandwidth
• High powe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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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Large scale array
Shared aperture
Reconfigurable
λ/2
Low profile
t
Light weight
Embedded thermal management
Low cost
• Low noise factor
• Wide dynamic range
• Low power

ive
ce
Re

•
•
•
•
•
•
•

Beam control
• Fast beam shape switching
• Precise phase and amplitude control
• Low side-lobe level

图 4 (网络版彩图) 未来的有源阵列天线
Figure 4

(Color online) A future active array antenna

到新的高度, 对阵列天线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2

天线阵列微系统概念和内涵

未来有源阵列天线的形态界限将趋于模糊, 天线将集成越来越多的有源和无源电路, 朝着天线阵
列微系统方向发展, 但逻辑界限会越来越清晰, 实现一体化是必然结果. 随着网络信息体系的科学技术
的不断深入, 有源阵列天线势必向集成化、数字化、多功能一体化方向发展 [26] , 如图 4 所示, 将深刻
影响到多平台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和宇宙探索等方方面面.
图 5 展示了常规有源相控阵天线与天线阵列集成系统两种构型的比较. 图 5(a) 是工作在 9.6 GHz
有源相控阵天线砖块式结构形式, 天线厚度是 155 mm. 图 5(b) 和 (c) 分别是天线阵列集成系统的辐
射面和背面, 工作在 35 GHz, 瓦片式结构形式, 天线厚度是 5 mm. 如果按照天线阵列微系统的概念进
行研究, 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集成度和性能参数.
天线阵列微系统是有源阵列天线发展的高级阶段, 用较小的天线阵列微系统功能模块构建大型系
统可能会更经济, 这些天线功能模块可分开集成封装后再互连. 天线阵列微系统定义为, 以微纳尺度
理论为支撑, 以电磁场、微电子、光电子、材料和热力学为基础, 结合体系架构和机电热多物理场模
型, 运用微纳系统集成技术和方法, 将天线阵列、有源收发通道、功率合成/合成网络、频率源、波束
控制和电源以及导热结构等三维异构混合集成在一个狭小的封装体里, 如图 6 所示, 互连线的大幅缩
短, 得到更小的插入损耗和更好的匹配性.
3.3

天线阵列微系统与常规微系统之间关系

微系统的概念随着相关学科发展、技术推动, 以及应用需求的牵引, 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早
期, 微系统 (microsystem) 概念在欧洲同行中使用, 在美国被称为 MEMS, 在日本被称为微机械 (micro
machine) [27, 28] .
1998 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微
系统技术办公室 (MTO) 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微系统概念 [29] , 微系统是融合体系架构、算法、微电子、
微光子、MEMS 等要素, 采用新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和制造方法, 将传感、处理、执行、通信、能源
等功能集成在一起, 具有多种功能的微装置. DARPA 微系统概念超越了微机电系统 (MEMS) 的认识,
为微系统多学科融合、微小尺度集成、军事应用创新和电子信息系统小型化及性能提升提供了空间,
推动了微系统集成方法和技术的进步. 2017 年, 美国 DARPA 微系统办公室启动电子复兴计划 (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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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5 (网络版彩图) 两种构型天线比较
Figure 5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betwen two types of antenna. (a) Backside of active phased array antenna;
(b) radiation side of antenna array system; (c) backside of antenna array system

分别在材料与集成、电路设计和系统构架等三大支柱领域布局六大发展项目.
2007 年, 欧盟在第 7 个科技框架计划下, 设立了 “微推进器、可实现宇宙探索用高效和精确控制

的化学微推进器” 等多个微系统项目. 2014 年, 启动了 “地平线 2020” 项目扶持微系统技术发展. 日本
依托其电子制造企业, 在细分领域开展相关技术研究, 索尼的图像传感器、东芝的 3D NAND 闪存都
具有微系统产品的特征.
我国已经陆续开展微系统相关技术的预先研究. 国发 (2015) 28 号《中国制造 2025 》, 将微系统技
术作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自主发展的重要能力. 国发 (2016) 43 号《“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中明确将 “微纳电子与系统集成技术”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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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天线阵列微系统示意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a)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composition;
(b) conceptual diagram of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1098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50 卷 第 7 期

表 2 天线阵列微系统与有源相控阵天线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and active phased array antenna

Scientiﬁc theory

Simulation analysis

Design and fabrication

Active phased array antenna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Electromagnetic, thermodynamic, ma-

Mechanic electric thermal mutual cou-

terials science, etc.

pling theory at micro-nano scale

Mechanic, electric and thermal simu-

Both large and small scale matching

lation analysis individually, system ar-

optimization and multi-physics collab-

chitecture optimization

orative simulation analysis

Design and fabrication for system,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system, device

module and components respectively,

and materials, all-in-one integr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fabrication

从当前国内外研究来看, 微系统是以微纳尺度理论为支撑, 以微电子、光电子、MEMS 等为基础,
结合体系架构和算法, 运用微纳系统集成技术和方法, 将传感、通信、处理、控制、微能源等功能单元,
在微纳尺度上采用异构、异质等方法集成在一起的微型系统.
天线阵列微系统与常规微系统共同之处是都具有微型化、集成化、智能化等特点, 它们都区别于
宏观系统的关键特征就是采用微纳尺度集成方式, 尤其是三维异构混合集成, 这不仅只是一个物理实
现方式从平面式到立体式的变化, 它们在体积重量大幅度缩小的同时, 通过系统物理架构创新带来了
功能/性能上的大幅提升, 甚至能够实现宏观系统无法实现的功能. 天线阵列微系统和常规微系统有一
定的区别, 常规微系统希望三维尺寸都能够缩减, 使其达到最小体积和重量, 而天线阵列微系统通过
三维异构集成技术, 使天线阵列孔径尺寸不变的情况下, 尽量减小天线的厚度和重量. 为了满足电子
信息系统大功率孔径积的需求, 天线阵列微系统重点关注性能 (例如降低射频损耗等) 提升和天线剖
面厚度的降低, 实现大孔径阵列天线可折叠或者可共形, 在体系架构和集成方式上有一定的特殊性.
未来电子信息系统, 例如微波成像雷达, 将划分为两个物理单元, 一是数字计算机单元, 也就是通
用信号处理机; 二是天线阵列微系统, 也就是由天线、收发组件、波束控制、电源、频率综合、接收机
等传统分系统组成的微系统. 天线阵列微系统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因子来表述, 效能因子 = 功率 × 孔
径 × 带宽; 尺度因子 = 功耗 × 体积 × 重量. 效能因子的提高和尺度因子的降低是度量天线阵列微
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天线阵列微系统与传统有源相控阵天线在科学理论、仿真分析和设计制造等方法有很大区别, 两
者间的比较如表 2 所示. 实现天线阵列微系统, 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瓶颈问题, 一是无源和有源电路芯
片化或小型化; 二是无源辐射天线单元, 或者多个辐射天线单元组成小型天线子阵列, 与多种无源/有
源电路三维异构混合高密度集成, 形成为一个独立功能天线微系统封装体.

4

天线阵列微系统的若干前沿科学技术问题

电磁现象和天线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
性技术, 承载着军事装备系统发展变革、信息系统智能化小型化、微电子技术革命性创新的发展使命.
天线阵列微系统是有源阵列天线和微系统等科学技术的高度融合, 面临的主要科学技术挑战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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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天线阵列微系统面临的科学技术挑战
Figure 7

4.1

(Color onl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llenges of the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多物理场约束下架构与拓扑技术

天线阵列微系统的架构突破了微电子技术范畴, 无法在功能、性能上分割成简单单元, 在力、光、
材料、电子、信息等学科均有布局, 实现了光、机、电、磁、声等各系统要素间的紧密关联. 天线阵列
微系统架构既有系统级的架构、性能、功能、算法等特征, 又有元件级电、热、材料参数特性. 天线阵
列微系统架构在多物理场约束下跨学科、跨专业, 学科、功能和性能界面的模糊性和交叉性, 给天线阵
列微系统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需要研究多物理场约束下架构与拓扑技术, 重点是多物理场相互之间耦
合机理、电磁特性模型, 以及多维度参数容差分析与评价.
4.1.1

多物理场耦合机理

大尺度天线与微小尺度芯片集成在同一封装体内, 存在着大尺度天线辐射的电磁场与不同小尺度
芯片微观的纠缠效应; 射频信号与模拟、数字信号在封装体内的串扰效应; 射频信号在微观尺度下的
趋肤效应等, 需要研究多物理场耦合机理. 以多物理场耦合为切入点, 分析微小尺度下的射频集成、高
密度异构、高精度变换、高速信号传输互连等的时域和频率耦合机理, 指导系统指标的分解与优化, 为
构建合理有效天线阵列微系统架构和拓扑提供科学保证.
通过提取天线阵列微系统架构中的光、机、电、磁、声等多元参量特征, 结合热、流体、力学、电
磁学等, 开展多物理场在微小尺度下的耦合和互扰研究, 以解决因多参量间的作用而相互约束问题.
围绕射频、模拟和数字等复杂信号在三维微小尺度下的传输特征, 从天线阵列微系统的可靠性、
可制造性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DFM) 解析, 并不断迭代改进, 重点解决天线阵列微系统的长期
稳定性与可靠性, 建立标准模型库, 同时梳理机电热多物理场仿真标准流程.
4.1.2

异构体电磁特性模型

在天线阵列微系统封装体内, 三维微小尺度互连产生电磁场不连续性, 造成了电磁场互扰、有害
模式寄生辐射, 引起天线极化失配、工作频带内/外隔离特性的变化. 为了获得天线较好的工作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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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和低交叉极化等性能, 需要在特定边界下, 尤其是在宽带宽扫描角条件下, 研究天线口径场模
式匹配技术、阵列天线辐射单元之间的互耦特性.
在微小尺度下, 通过开展异构体电磁特性的研究分析, 建立天线阵列微系统中各功能单元的电磁
分布模型, 并将模型应用于复杂的系统设计中, 构建系统的多端口特性模型.
通过分析内部复杂信号的传导变换、空间辐射及阻抗匹配等问题, 开展三维电磁场提参建模与时
频域分析, 研究系统级功能单元、互连单元、封装单元模型, 得到信号在异构体内传输变换时, 三维
多变量函数和超高速信号电磁特性模型库, 构建等效模型, 解决电磁干扰、串扰误码等关键问题, 并
在此基础上优化天线阵列微系统中异质材料和功能异构体的分布, 进一步得到电磁性能最优化的特性
模型.
4.1.3

多维度匹配容差适应性

大尺度情况下, 微波传输线的不连续将产生高次模, 高次模需要一定长度的传输线来衰减和消除.
在微小尺度下, 微波芯片与传输线互连、传输线与传输线互连等, 既有平面的, 也有立体的, 使微波传
输线的不连续点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本征模的特性发生了变化, 传输线上的工作模式将是主模和寄生
效应产生的高次模并存. 因此需要研究边界条件强约束下的激励模式匹配理论, 仿真分析微小尺度互
连产生寄生效应.
针对微系统高密度封装中机、电、热等匹配带来的功能和性能适应性问题, 以及工艺制造精度对
器件和系统的影响问题, 开展异质异构体多维度匹配适应性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形成天线阵列微系统
异质异构体中, 复杂信号传输和变换在多个维度 (包括机、电、热等) 上的容差评价.
针对微系统多个维度上的参数偏差范围和寄生参数变量, 进一步分析功能电路受其影响的机理、
环节和效应. 着重分析由于天线阵列微系统剖面厚度减小带来的功率密度加大, 以及因热而产生的机
械精度的变化, 这些物理量进而又影响性能和功能. 在兼容工艺条件下, 建立影响复杂信号品质、多物
理场耦合的多维度函数, 实现基于不同功能的有源电路/无源元件/封装的系统集成. 以此来指导微系
统中三维异质异构体鲁棒性设计.
4.2

微波集成电路技术

天线阵列微系统中包括了大量微波有源集成电路, 并向着数字化方向发展. 对于天线阵列微系统
来说, 低剖面、高效率和轻量化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微波集成电路技术为后盾.
微波集成电路是指采用先进半导体工艺, 以放大、变换、校准、比较和传输等手段处理微波/模拟
信号的集成电路. 随着微波集成电路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微波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集成电路将
多个单功能芯片集成在一块芯片上, 提高了芯片的性能并降低成本. 微波单片可集成小信号接收链路
和发射链路部分电路, 接收链路包括低噪声放大器、混频、增益控制等, 甚至包括高性能模拟 – 数字
转换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等, 发射链路包括信号产生、混频、功率放大器等. 不同的
半导体材料具有不同的本征参数, 有着不同的用途. 几种半导体材料特征参数如表 3 所示. Si 通常用
于数字/模拟控制或低波段功率芯片的基础材料, GaAs 常用于 Ka 波段以下微波射频芯片基础材料.
SiC, GaN 和金刚石 (diamond) 是第 3 代半导体材料, 可以具有宽禁带 (WBG) 特点.
摩尔定律正逼近物理极限 [30] , 芯片性能提升的放缓和数据需求几何级数式的增长之间矛盾将日
益凸显, 5 nm 技术的推进中, 面临着来自晶体管的结构、掩模版的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瓶颈. 这也意味
着 5 nm 技术节点的突破, 将会使得集成电路技术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新技术挑战. 在 SoC 减少特征尺
寸 (比例缩小) 已经越来越难, 而且成本很高 [31] . 半导体集成电路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新型微波、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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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几种半导体材料特征参数
Table 3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for several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Si

GaAs

4 H-SiC

GaN

Diamond

Energy band gap Eg (eV)

1.1

1.43

3.26

3.49

5.6

Breakdown electric ﬁeld intensity (MV/cm)

0.3

0.4

2.0

3.3

5.0

Saturated drift velocity (107 cm/s)

1.0

2.1

2.0

2.7

2.7

1500

8500

700

900

2200

Mobility

(cm2 /V·s)

Thermal conductivity (W/cm·K)

1.5

0.5

4.5

1.7

20.0

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εr )

11.8

12.8

10.0

9.0

5.0

耗和智能控制等异质多功能集成电路.
4.2.1

第 3 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

在微波单片集成电路技术中, 以氮化镓 (GaN) 为代表的第 3 代半导体技术, 因其宽禁带特性, 具
有高功率密度、高功率附加效率、高增益、大带宽和小尺寸, 及较高的可靠性和工作温度, 已用于相控
阵雷达, 将会对天线阵列中的射频前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硅基 GaN 异质集成可以取得新的、以前无
法实现的新的集成电路架构, 以达到提高性能、提高可靠性, 以及降低成本 [32] . 第 3 代半导体集成电
路技术的发展, 将促进天线阵列微系统单通道发射功率和效率的提高.
4.2.2

多功能/低功耗集成电路技术

在半导体外延材料技术和微波单片集成电路工艺不断进步的推动下, 微波单片集成电路逐渐向多
功能方向发展, 由于多功能芯片的不同功能电路之间的互连已在内部完成, 焊点数量大大减少, 可大幅
度缩减芯片体积, 降低成本, 提高集成一致性和可靠性. 例如微波收发多功能芯片可以将放大器、移相
器、开关、衰减器等集成在一个芯片内, 替代传统单功能芯片. 由于多功能芯片的制造大多还没有专
门的工艺平台, 对于发射功率较小的情况, 采用低噪声工艺实现, 而功率较大时可采用功率工艺实现,
所以接收或发射性能可能不能同时达到最佳状态, 接收和发射链路的设计要素常常彼此冲突, 因此在
接收和发射性能平衡兼顾下, 进行最优化设计是研究难点.
低功耗集成电路的实质就是在集成电路的基础上, 将整个电路系统的能耗降至最低, 需要解决高
K/金属栅技术、高迁移率沟道材料和超低亚阈值斜率器件等关键技术, 而要想实现超低功耗集成电路,
就需要从电路材料的选择、内部元件排列、电源硬件设计, 以及系统能耗的控制等技术方面进行研究.
4.2.3

智能控制集成电路技术

以天线阵列微系统体系架构需求为导向, 基于软件可定义、硬件可重构的要求, 开展基于 IP 模块
的 SOC, 专用集成电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ASIC) 等多功能芯片研究和设计, 突破
IP 核复用技术、低功耗设计技术、可测试性技术等. 同时根据天线阵列微系统微小尺度下多物理量耦
合、多功能集成等特点, 开展适配的软件算法的研究, 重点解决天线阵列微系统软硬件协同设计的难
题. 围绕天线阵列微系统的功能增强和异构工艺适配开展芯片设计研究, 优化控制策略, 实现智能数字
控制, 降低系统功耗, 突破海量数据实时处理、超高频、超高速和超大容量数据通信, 以及高效热能量
传递的技术瓶颈, 并完善内部辅助功能和保护功能, 实现接口标准化, 提高天线阵列微系统硬件和软
件的整体适用性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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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混合集成与单片集成
Figure 8

(Color online) Hybrid integration and monolithic integration

多物理场匹配混合集成技术

4.3

混合集成电路 (hybrid integrated circuit, HIC) 技术是采用厚/薄膜技术、微组装技术和封装技术
将半导体芯片、无源元件等集成于一体来实现既定功能和性能, 是实现天线阵列微系统的重要途径之
一. 图 8 是单片集成和混合集成关系示意图, 单片集成是永恒的追求, 混合集成是单片集成的二次集
成. 混合集成技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专业的技术体系, 可以分为架构设计技术、多层互连基
板技术、微互连技术、高气密性封装技术, 以及可靠性评估与应用等一系列的基础理论、制造实践和
应用技术.
多物理场匹配混合集成技术研究是天线阵列微系统小型化、轻量化、高密度、多功能的需求, 基
于电、光、磁、力等多物理场维度下的混合集成前沿性共性技术研究, 重点突破 2.5D/3D 垂直互连、
三维异质异构微组装和高密度异质多层基板等技术, 解决天线阵列微系统中电磁兼容、高速信号传输
与串扰、热管理、应力匹配、光电干涉等技术难题.
混合集成技术的演进经历过四大变革, 即通孔插装技术向表面安装技术的变革, 周边互连到面阵
互连的变革, 单芯片向多芯片的变革, 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的变革. 正是这些变革使许多新型混合集成
技术不断涌现, 组装效率不断提高, 推动混合集成电路向 “四高一小一轻” 方向不断发展. “四高” 是高
组装密度、高频、高功率密度、高可靠; “一小” 是体积更小; “一轻” 是重量减轻.
4.3.1

2.5D/3D 垂直互连技术

2.5D/3D 垂直互连技术基于多学科多专业, 融合了系统设计和微纳集成工艺, 以实现不同材料、不

同结构、不同工艺、不同功能元器件的三维异构集成, 是以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目的 [33] , 重点解决天
线阵列微系统内部高速、高频、大功率传输下的超高密度互连难题. 2.5D/3D 互连通过基材过孔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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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9 (网络版彩图) 3D 先进封装典型结构示意图
Figure 9 (Color online) Typical 3D advanced package structure. (a) Die stacked 3D package; (b) wafer stacked 3D
package; (c) MCM stacked 3D package

化垂直互连技术和凸点技术进行电气垂直互连. 通过研究各种复合材料导体及介质对复杂信号的传
输与屏蔽适应性和匹配性影响, 解决微系统中可能出现的串扰、延迟、能耗等难点. 同时, 在工艺研究
时, 充分考虑热力学和电性能的参数匹配, 避免不同材料之间的热失配和机械应力.
代表性的叠层型 3D 封装可以是裸芯片的叠堆, MCM 的叠层甚至还可以是晶圆片的堆积. 3D 先
进封装典型结构如图 9 所示. 3D-MCM 可以将不同工艺类型的芯片 (如模拟、数字和射频等功能芯
片) 在单一封装结构内实现混合信号的集成化, 在满足天线阵列微系统模块机械性能要求, 以及在模
块尺寸、重量及功耗极端受限的情况下, 通过对多功能电路转接板厚度进行最优化设计, 可以减小天
线阵列微系统封装体的厚度, 并进一步提高集成密度. 3D 硅片集成的核心是硅通孔 (TSV) 技术, 用于
互连堆叠的芯片, 从而增强性能, 缩短信号传输时间, 解决信号延迟等问题 [34] .
4.3.2

三维异质异构微组装技术

异质芯片集成扇出型技术是有别于片上系统和晶圆级封装的先进技术, 重点通过晶圆再造和再布
线技术实现异质芯片的集成, 解决异质芯片间的高密度互连, 是实现天线阵列微系统功能模块集成的
关键技术.
采用异质芯片集成扇出型技术是通过半导体先进工艺, 将不同光、电、磁等功能的异质芯片整合
集成再造成一个晶圆, 并通过薄膜高密度布线, 形成具有多功能芯片的集成技术. 可以达到减小天线
阵列微系统功能模块厚度和体积的要求. 异质芯片扇出晶圆级封装 (FOWLP) 厚度小、成本低, 不需
要基板, 不需要在晶圆上打凸点、回流倒装焊以及助焊剂清洗, 改善了电性能和热性能, 更易于系统级
封装 [35] .
三维异构微组装技术是在多学科系统设计和微纳集成制造工艺的基础上, 实现不同材料、结构、
功能元件的一体化三维异构混合集成, 解决异构材料的机电、热、力等失配、同时解决并完善系统功
能的新型微组装技术.
从科学研究的层面, 需要研究半导体工艺的局限性及混合集成的攻关方向, 例如, 哪些类芯片、结
构体、材料可以进行混合集成, 哪些类不行, 并提炼出普适性规律与方法.
从技术研究的层面, 是在系统架构的基础上, 通过微焊互连和微封装等混合集成技术, 将高集成
度的 IC 器件、微结构及其他元器件三维组装到封装体内, 构成高密度、高可靠天线阵列微系统功能
模块, 是实现芯片功能到系统功能的桥梁.
4.3.3

高密度异质多层基板技术

天线阵列微系统的研究通常是基于三维异构混合集成技术, 典型是多芯片组件 (MCM) 和系统级
封装 (SiP) 技术. 进一步来说, 以上技术大多数都是采用叠层型 (MCM-L)、沉积薄膜型 (MCM-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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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基于 LTCC 多层基板内置无源元件集成示意图
Figure 10

(Color online) Embedded passive component integration based on LTCC

共烧陶瓷型 (MCM-C) 互连基板技术 [36] .
高密度异质多层基板研究是将基板制备技术、膜集成技术, 通过多层基板协同设计和多物理场耦
合分析, 采用合理的工艺方法进行匹配兼容, 可制备内置阻容元件和感性元件的高密度无源集成异质
多层基板或集成无源器件 (integrated passive device, IPD). 厚薄膜无源元件集成基板技术是采用先进
微电子技术和材料, 在 LTCC 多层基板内置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 如图 10 所示, 可缩短分立器
件的互连长度, 降低寄生效应, 减少互连焊点, 同时有利于解决多径衰弱、频谱拥挤、噪声干扰等系统
问题.
混合多层基板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材质的基板集成制作为多层基板, 基于不同材质基板的物理
参数和特性, 进一步提高多层基板的性能和布线密度、组装效率, 降低成本. 例如, 共烧陶瓷/薄膜型混
合基板, 其中薄膜多层基板可布置高速信号线、接地线和焊接区, 充分利用薄膜多层布线的信号传输
延迟小、布线密度高的特性, 共烧陶瓷基板上布置电源线、接地线或低速信号线, 充分利用它易于实现
较多布线层数和适宜于大电流的特性 [37] .
4.4

封装与热管理技术

极大功能化、微纳尺度、多尺度结构、多类型材料, 以及有源和无源嵌入式厚薄膜元件是实现天
线阵列微系统的重要特征. 随着天线阵列微系统向小型化、高性能和高密度集成的发展, 多功能器件
(例如 GaN, SoC 芯片) 的功耗不断增大, 芯片散热已经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的几百毫瓦发展到上百瓦.
这些将导致功率芯片及无源元件等成为非均匀分布的热源, 提升了热流密度. 封装的目的是为天线阵
列微系统提供散热通道, 还为内部芯片、元件和基板提供机械支撑、密封保护和内外信号互连等. 热
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多种方法导出热量, 使封装体内温度维持在允许的范围内, 避免天线阵列微系统内
部温度的逐渐升高, 超过限定值, 引起键合材料的蠕变、掺杂物的扩散、器件应力上升、结构破坏等现
象, 导致天线阵列微系统停止工作或丧失其功能.
4.4.1

多本征参数适配材料技术

多本征参数适配材料技术重点研究围绕基板、布线、框架、互连导体、层间介质、密封材料和封
装外壳等功能材料, 针对金属、陶瓷、聚合物基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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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LTCC 内嵌 3D 微流道结构示意图
Figure 11 (Color online) LTCC embedded 3D microﬂuidic structure. (a) Embedded multilayer microﬂuidic structure;
(b) multiple; (c) serpentine; (d) parallel fractal-shaped; (e) series fractal-shaped

种增强体和材料本体结合, 制备出的复合功能材料, 例如, 铝硅、铝碳化硅复合材料, 满足天线阵列微
系统封装轻量化、小型化、低损耗、高导热等要求.
针对天线阵列微系统封装小型化和多功能化的需求, 新型基板材料、导体浆料、基板制备技术、
膜集成技术的搭配和融合技术, 是实现高密度异质多层基板技术的基础. 例如, 中温瓷填孔钨铜浆料
技术可实现高速 DSP 信号传输; 单芯片扇出技术可实现高密度微小间距芯片与陶瓷基板的互连; 氮化
铝填铜柱垂直互连技术可实现大电流传输, 同时满足大功率器件散热需求. 随着宽禁带 (WBG) 半导
体技术大规模商业化的来临, 研发新的封装材料和技术迫在眉睫 [38] .
4.4.2

嵌入式热管理技术

基于微纳技术的冷却器在常规微系统热管理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关键作用, 目前电子系统的散热
已经由传统的自然对流、金属导热和强制风冷散热发展到液冷和热管散热, 液冷散热方式中的微流道
散热是天线阵列微系统的有效和方便的散热方式. 例如, 利用 LTCC 技术制作的嵌入式微流道液冷基
板, 具有体积小、散热面积大、功率消耗低、批量制作成本低等特点 [39] . 流道冷却器吸收芯片上的热
量, 通过液体循环将热量传给外界, 达到散热的目. LTCC 内嵌 3D 微流道系统分为多排直槽型、蜿蜒
型和分形流道. 一种典型的 3D 微流道结构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 利用 LTCC 单张生瓷片可分别加工
的优势, 用冲孔工艺在单张 LTCC 生瓷片上制作二维微流道, 将所有生瓷片叠片、热压、烧结, 形成完
整的 3D 微流道.
4.4.3

陶瓷金属一体化封装技术

陶瓷金属一体化封装技术 (integral substrate package, ISP) 是将多层基板作为封装的载体, 与封
装外壳腔壁相连, 多层布线基板构成外壳整体的一部分, 在基板上直接引出封装的外引线, 是一种气
密性封装, 不需要再用全金属外壳封装. 根据环境、结构、尺寸等边界条件, 开展温度场分布及不同条
件对温度场的影响、热阻与散热路径、机械承载与结构应力、电磁场等微结构分析与优化. 在提高了
封装密度, 降低了封装体厚度, 减轻了重量的同时, 一体化封装技术也有益于微波信号传输和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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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一种典型基于 LTCC 工艺的三维异构混合集成是将两个金属/陶瓷模块通过一块金属转接板相
互连接在一起 [40] .

5

总结

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预测技术方向及它在未来的应用发展方向, 并敢于相信那种直觉.
后摩尔时代, 天线阵列微系统的研究和发展, 需要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 一是发展摩尔定律,
实现芯片性能进一步提升, 三维异质集成能够超越摩尔定律; 二是实现后摩尔定律追求的多功能三维
异构集成, 实现系统性能和能力的提升. 未来的天线阵列微系统将在体积与重量、性能、效率, 以及智
能化水平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必将大大推动下一代更高性能微波成像雷达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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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ctive phased array antenna to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in post-Moore era
Jiaguo LU1,2* & Yan WANG1,2
1. East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Hefei 230088, China;
2. 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system, Hefei 230088,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glu@ustc.edu.cn
Abstract In this review, we analyze and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tatus, developing trend, and bottleneck technologies of active phased array antennas by highlighting the high-resolution earth observation microwave imaging radar demands for highly-eﬃcient, low-proﬁle, and lightweight antennas. We present the concept and contents of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and several leading-edge technology issues based on predications
of integrated circuits (IC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 Moore era. The multi-physics coupling model under the
micro-nano scale involved in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critical technologies such as microwave semiconductor
ICs, hybrid/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packaging an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their solutions are described and
explored. This study prospects the antenna array microsystem potentially applie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icrowave imaging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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