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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 10.-..80mm2 的硅(铿 )X 射线探测器研制工艺，并讨论了工

艺过程和测量中的一些问题;给出了探测器的指标，这些指标大都达到

和接近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硅〈铿)X 射线探测器是一种低能 X 射线探

测器，它具有能量分辨率离、线性好，对低能区 X 射线探测效率高等特

点，在拉彷理、医学、地矿、环保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它也是扫描 Itl

镜 ，X 射线荧光分析等能谱分析的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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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r

τbe fabO但tion teehnol叫D' of the lO-80mmz Si(Li) X-ray detectors are 曲scribed

and some prl曲Ilems ce却比町ninS能dmol咱，缸1d measurement are d画ellS田d. The 勾陆em臼

tions of the deteCtors , whid飞 have attained or apprl咽ched 阳由.e level of the same kind of

foreip products ,are shown 皿 well.τbeSi(Li) X-ray de恒ctor is a kind of low energy

X-ray detectors. Owing to very hi趴 energy resolution ,fine line-arity 81回 high detection

efficiency in the range of low energy X- ra:归， It is widely used in 由e fields of nuclear

physi饵， medicine , gool唱，y and environmental pr悦目tion ， etc. It is al四 a kernel ∞m萨r

nent for the scanning electr∞ microscope副d X-ray fluor，回回n臼 analysi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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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硅《惺)X射缉摞髓'是一件佳.x射缉摞测量，对于 1-3缸cV 的佳能X射缉菁很高的

篝割撞事.由于官具有极高的幢量分'事，缉性好，在X射缉佳能区比Gc(Uλ"同曹摞测量优

越，因此，在撞'噩，撞矿，冶金，环饵'罐罐葡萄「泛的应用.官也是扫描电幢幢遭假、幢量色

ax财撞黄先遭恒的幢心部件.在碰量犀窒量元寰的分析中具有植蟹的优越性.

硅《惺)X财缉踵霄'由三部分组鹰t-、硅《幢〉篝测'曹志，二、肆申壳匠'菌置戴大量，

三、警玲撞倒佳温馨w. 硅《惶}篝画'曹志是一支重篝恩区的恒嚣'金硅面垒型挥洒嚣.并与

脉冲壳厦'菌置放大量的第一疆罔量于篝头的低温窑'中，蹄指与篝胃嚣曹志为"软连接'结

构.

1 探测器的制备

硅《惶)X 射缉摆测器的嗣备工艺已有很多报遭E叫，这里对部分工艺作些讨论

1.1 P噩噩单晶的追捧

通常选择P型硅单晶的依据是四大.霞，但实属证明四大参鼓并不全面反应单晶硅的质

量，如电E率，常要束在1000-300ω·em为宜，但硅单晶常由于补偿技大丽无茜使用.战们

曾用过联邦'国瓦宽公司的二匮单晶，寞中-fl孙窑度高达65-85"，雨无法正常嚣移.有的

厂靠单纯为了达到电阻事这个指标丽来用'卸的办法，这是不可取的.

从某种'义上说，魏们更重担电阻率的径向均匀性，-般要或不均句庭小于10%. 对于树

备大面貌硅《惺〉探测嚣的单晶.要求均句性更为严楠，由于硅《惺}探测器耗尽区较宽，铀向均

句性也不可扭扭.

另-个番e是少于寿命.从理谁上讲'嗣备半导体挥测嚣的硅单晶少于寿命并不很商LωIJ

但宴际E申P由于#孙←售，徽缺陷等的存在.要4求E少于寿命要高些，尤其对宽挺尽区的摞测器，少子寿

命要求更高tω.句飞3.圄产硅尊晶奠法t瑞雷因于多在0队.13 左右，晶体徽缺陷较多.硅〈惺}摞测器是在低

温下工作，由于低温下俘襄妞应桂严重，因此对少于寿命要求也就更高.奇的材料，经过探测器

并3算高的细温工艺后，少子.命下降在大，这即是"有放寿命"较低的缘故.实践中，在们通常

都选取少于寿命为50缸，以上的材料.

实属证明，早在80 年代相果用国产P 型硅单晶就能研制出佳能优良的Si(Li)挥测器

1.2 嚣'工艺和撞到

"警工艺是实现离子孙健间的关键工艺，要求捆在辑辱区上的电压和田度必须佳时间稳

定，并要菁足够的"过跚移"时间.由于硅《惶)X 射缉黯跚嚣的娓尽区一般为3mm，对大面棋挥

棚'艇辱区还要更宽，因此在摞移嗣后期，娓辱区的电辑将属弱，速度变慢.要实现理想的孙

倍，还必瘸加足幡的电压和时间，如果掌握不当，容易出现靠近前窗区排健钮盖，死层过厚.

"替中'尽力避兔停摞和电梳过大现象，一般电疏控制在几个毫去以内.

美键技术之-是对摞穆的监测.我们用e植于对芯片橱窗进行扫描，用测量输出融冲的方

法来撞测芯片摞穆的程度相厨量.原理示'因为圈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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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空中给提尽区篇宣向偏压 .8财富栩栩晕过幢直后.描芯片翼敏面直径方向量有扫

描.a植于瞌量为5. 41幅kYo在硅中的财瞿约 3郎m.如果茵茵区蜻已幢持售，将可收集到尉缉

F生的电子空穴对.这悻 .ft割草可回翻出茵茵的排售胃震、输出障'"幅度和全能尽电Ji Y句，

合也篝幢篝客醒地评价提尽区的孙售情况.将这神方法作为选择芯片的依蟹.可植大地提高成品

率.囊 E 为部分芯片的中回撞据.

实际上，输出.'"幅度和生提尽电压的高低囊征着电子空穴甜的收集情况，由下式.:

N.... v.. (cmoS)
l X 5.66 X 10"'

式中. lV 一一提尽区的~厦浓度 an-I,
"..一一金艳尽电压 V ,

4 一一挺尽区宽 an.

寝..给芯片中精癫'

志片有 提尽区 扫踊 '自由Il)ll 全晨1至 份调事

["擎 H""} ~Ui径 1J.11 而It 倒应 也跟 fWlIM '曹/.事Ai;

mm nun @帽"" v v .v

有也院 VF-串串·9-6 10 4.2 10. 5 ' ISO 113 ，ω01 1

有色院 YF.IO-.., " 4.5 』。 • 2SO 117 800' 1

自旨江
.585 3.5 ，ω

大学
4 4.5 a 162 』掘01 J

黯江
3.5 』ω

大学
8508 4 4 , 19。 Eω。川

739["
307-1~庐

4 3.5 4.9 ' &0 ISO 1500' I
无-02

.

731r
307-83-

4 3.5 4.5 ' 70 160 1500. I
元-03PZ

7alr
307·83-

4 3.5 4.5 ' 70 152 'SOO. I
无-02

Jill.
3.2 "fc芯片

4 4.5 • 16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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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篝恩区为3.5an.金篝愿电E为 E创V时• N -5. 7X 10(caa-η，这是撞曼主a厦替售后

筒..厦撞应.这说明遭迫霉事后替'喜寝野.

由于重量下惶离于置'后企事，因此事'后的事片要放在檀aF锯存，锺时阔的升温关系不

大，佳时帽置于重量亨，震副嚣性筐'全量化.霉的'但一支.量叠'事为17~V的 lOa圃'瞿

嚣'在重量下放置一年亭，结果卦'事变坏，但晕E伽:Vb的事'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指标.

2 探测器封装和测量

申回舍幅幅事片，是疆'蚀"画是噩，使噩噩'电量降到IlIA园内.细果囊画'电撞撞

大，逗'量街·置'蚀'处理.使英达到10-'.....水平.在撮悻中，要谨慎保妒嗣菌的金层租P-N

.辖区不受损面.

嚣"典型曲匿自精性"回2 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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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Z 反向铃佳

将舍搞的摞割嚣管志和脉冲先反髓酶置放大蟹的第一氧置于真空和低温下，在擅辄噩度

下，篝田，囊画画电窿可'证 s个量锺左右，唱声也大大降低.为了使杨鼓应曹(2N....16)处于

J.4侃左右的最佳工作温度，氟化'导玲结构的设计十分重要.镜的采用了小型同辅导玲结构，

使铺掏小噩化，黯轻了第负撞，提高了导玲肇事.由于结甜简单，分布电睿也就小，这些'为降

低哑'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果用了..仲先匠愤.场效应晶体管还要删去外壳，将膏芯移到氯

化'曹矗立.设计合理的反髓先路也是封装的关键之一.

由于擅氟在捐辑中的精.现象，官以tf帽撮动方式引起低频醺崛声，从而导致系统分拂率

变坏，尤其在主放大嚣遣用大时同窜It时更为严重.因此，在玲指与摞测嚣阳要来用"8"型的

"敏章撞'以黯程摄动.

逼迫-革列措施，克服了由撮动引起的嘿声，甚至将探测器置于加速嚣的靶室下，起动机

"囊也元'居响.

整个撮翻雷测量方握田师团 3 所示.

回 4 蜻出了一支 8阳lml 大面棋探测蟹的"Fe 5.89keV 的情缉.

低. 'F
SilLil

探测'

固 J t离测量方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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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国内外探测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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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则 备筐

I z..r .... ..圃，

立靡...r 150- 1霄' 110-1.. 173-1.. "If本

0K1'EC(楚， 110-叶" 115-1" …-110 17-."本

CAHIll醺囊A(Jt> E豁-1'1曲 115-110 115-1" I7-A椰本

寓，也血翩翩!Il(R> Eω 110-110 115 17-. 根本

囔 2 与_*Siω.)X.缝摞葛趣事宜a("，剧....v浦融'应

且囊'可知，挥测器主要指标达到国外同费产品的商品水平.

几.来~伺已为国内用户提供多台硅〈惺 )X 射缉挥洒蟹，在各种领填使用.近年来又在 X

财缉黄先水泥分析、人发商量元素测量、幅床应用等方面显示出优越性.现在挥测器膏敷面但

已形虞矗列，在结构上有垂直式、水平式、电键式、 ..5-角等各种规幡.

，加本课陋的尚有黄月章、林茂才、杨擅元、障立健、林民生、李献云、李黎明.威章兰、黄雏

英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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