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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固体照明研发：LED 制造路线图 

编者按：固体照明技术（Solid State Lighting，SSL）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性

的新技术热点之一，引起世界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LED 在节能和寿命方面的巨大

潜能，促使该技术走入照明界。美国能源部于 2002 年开始实施固体照明技术的“下

一代照明计划”，并于 2009 年 9 月发布了《固体照明研发：制造路线图》，本期专题

将介绍其中的 LED 路线图。 

 

《固体照明研发：制造路线图》（Solid-Stat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Roadmap）的主要目标是对固体照明技术（SSL）的研发计划、资助

进行指导，对该计划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难题和发展目标进行了综合性的详细

论证、修改和提升，确定了其具体的发展性能参数、技术难题的解决建议、投资成

本和工作成本等。此外，基于产业界对 SSL 制造的发展预期，该路线图还可作为材

料、设备供应的指南，以降低进入 SSL 制造门槛的风险和成本。 

本路线图主要分为 LED 和 OLED 两部分，每部分由一系列的观点描述和交流讨

论组成。路线图的制定者首先需要找出降低 SSL 产品的成本和提高 SSL 产品的市场

的接受度的 主要障碍，然后向产业界和美国能源部提出解决建议。 

LED 的制造路线图主要对 LED 光源（表 1）、LED 封装（表 2）存在的技术障

碍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解决建议，并且对 LED 光源（图 1）和 LED（图 2）封装

的未来成本趋势进行了预测。 

表 1  LED 光源存在的技术障碍和解决建议 

存在的问题 解决建议 
对可接受的色彩差异有更深的理解 
鼓励厂商采取相同的色彩分级标准 
对于不同用途的 LED 要有不同的色彩分级标

准（因为应用于某些领域的 LED 对于色彩的要

求更加严格） 

大规模制造的 LED 光源质量参差不齐，导

致 LED 输出光的色彩和流明参差不齐 

使用 LED 模组或阵列，以降低个体 LED 色彩

差异给整体器件带来的影响 
开发组件和子系统统计长期性能的标准数据库LED 工作较长时间后，性能存在不确定，

LED 生产和 终产品测试成本较高 开发组件和子系统的寿命测试方法 
电源/驱动的费用较高 建立电源/驱动的标准规格 
缺乏业界制造供应链统一的设计和建模软

件 
开发用于模拟光源性能的软件工具，分析组件

性能的差异性给整体光源带来的影响 



 2

表 2  LED 封装存在的技术障碍和解决建议 

存在的问题 解决建议 
提升外延晶圆的标准化和生产的可重复性。提升

对生长工艺的理解，在线监测和改良工艺控制 
需改进外延生长工艺，以提高波长的均

一性和制造的可重复性，减少芯片输出

功率的波动 改良荧光粉的制造和沉积工艺的控制 
衬底相关问题，包括材料缺陷和变形等 提高蓝宝石和 SiC 衬底质量和均匀性，并着手研

究天然 GaN 替代物 
改良设备设计，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自动化水平

减少外延层生长周期 
一体化改良工艺控制 
改进封装设备，以提升速度和自动化水平 
改进封装设计、促进标准化 
将封装从晶粒级提升到晶片级 

缺乏适当制造设备，以提升薄片加工、

晶粒封装和测试的自动化水平 
加工过程中控制力度不强。在外延设故

障、薄片加工和染色封装过程中需要有

更加便捷的监控和测试设备，在关键工

艺上需要主动反馈控制 

引入高速测试设备 
降低后端工艺成本 
全集成 SSL 系统，以降低成本 
在封装和晶片层提升组件集成度 
建立 SSL 制造成本模型 

成本问题 

使用该模型确定 高效的制造工艺，以降低整体

SSL 产品成本 

 
图 1  LED 光源成本趋势图 

 
图 2  LED 封装成本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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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D 照明成本和质量驱动力 
如图 3 所示，LED 光源成本降低的 大潜力在于 LED 封装成本的降低。然而，

除了 LED 封装，剩余部分的成本还需要降下来以实现低成本目标。LED 功率要求的

标准化将使电力供应成本降低。热管理组件将使高效率 LED 成本降低，固定结构优

化也将减少制造成本。改进的光学工程和更高效 LED 的有效性可允许使用更少的

LED 达到所需的照明水平，这样可产生更大的成本节约。除了图 3 中的因素外，先

进制造技术，包括自动化，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光源的成本。 

高功率 LED 器件的制造包括若干步骤，每个步骤的成本都计入 终产品的成

本。典型的封装 LED 成本构成见图 4。图 4 中“Other FE”（Front-End，前端）是指

前表面晶圆加工，“Other BE”（Back-End，后端）是指基质去除、芯片分离和包装。

值得指出的是 LED 器件成本大部分都集中在芯片级后端加工阶段（即“Phosphor”

和“Other Back-End”）。 终产品是封装的芯片，在每个晶圆上有成千上万个芯片。

因此，与芯片级相关的成本活动将占有主导地位。 

 

图 3  LED 光源成本降低因素 

 
图 4  典型的封装 LED 成本构成 

制造商将需要解决后端加工工艺以实现所需的成本降低。由于整个制造工艺中

复杂的相互依赖和交替，在这个阶段 佳方法很难确定。 

在这一领域有广泛的创新空间，预计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降低成本，其中包括：

提高自动化、改进测试和检查技术、改进上游工艺控制、提高分级、优化封装（简

化设计、多芯片等）、更高元件集成水平。 

LED 器件性能、价格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灯具价格列于表 3。器件效能和原始

设备制造商灯具价格的当前值和预计值均取自能源部 2009 年的七年草案计划。目

前，商业上可获得的器件确认具有 佳效果的冷白色与暖白色 LED 分别为 117 流明

/W 和 65 流明/W。这些值与七年草案计划中期目标值 120 流明/W 和 74 流明/W 相一

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性能值范围相当广泛，平均性能是比 高值低 20-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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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ED 路线图 

 单位 2009 2010 2012 2015 
LED 能效（2800-3500 K，≥85 CRI） lm/W 83 97 114 138 
LED 价格（2800-3500 K，350 mA） $/klm 46 25 11 4 
LED 能效（4100-6500 K，70-80 CRI） lm/W 132 147 164 188 
LED 价格（4100-6500 K，350 mA） $/klm 25 13 6 2 
LED 灯具价格 $/klm 130 101 61 28 

2 LED 照明设备 
美国能源部在弗吉尼亚和华盛顿举办的两届 SSL Manufacturing Workshops 研讨

会照明设备分组会议上，就照明设备制造遇到的种种障碍展开讨论。确立了四项关

键问题：LED 分级、寿命测试、电源和驱动、软件与建模工具。相关问题解决方案

的路线图如图 5 所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消费者对发光过程中色彩偏差接

受程度的定义与支持研究 
▄ ▄     

发展提出的基于色彩变化接受程

度的研究 
 ▄ ▄    

确定标准报告中色度分级的共同

设置 
▄      

LED 分

级 

开发 LED 色度、电压和流明输出的

标准报告格式 
▄ ▄     

开发组件和系统的标准寿命测试

报告格式 
▄      

开发照明设备组件寿命测试适合

的加速度系数 
▄ ▄     

寿命测

试 

扶持照明系统可靠性仿真和方法

的研发 
▄ ▄ ▄ ▄   

开发标准电源 驱动性能报告数据

和格式 
▄      电源和

驱动 
探究细分电源驱动标准的开发  ▄ ▄    
开发用于设计软件输入的标准照

明设备组件和系统报告格式 
▄      软件和

建模工

具 扶持设计软件开发  ▄     

图 5  LED 光源研发任务路线图 

尽管在美国能源部两届研讨会的照明设备分组会议上都提出了种种问题，但是

就此类问题是否成为基于 LED 照明设备制造业的障碍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参与会议

的包括传统灯具制造商以及基于 LED 产品的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士。就会议提出的障

碍问题达成一致性意见颇具难度，反应了作为全面照明的基于 LED 照明设备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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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类技术方法、商业方法和行业利益的不同。 

2.1 变动性/分级 

图 6 展示了由 LED 性能变动性和分级形成的难点。由于性能需求（波长、磁场

和电压）变得越来越苛刻，可接受的 LED 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导致 LED 成本提高，

首次分级的 LED 损失，以及更长的订货至交货时间。LED 制造商已把这些问题确定

为关键障碍，并希望改进 LED 均匀生长过程减少其性能变动的问题。 

要认识如下重要问题，例如多大的性能变动性可以接受，哪些性能参数对于照

明设备性能的稳定性至关重要。照明设备中 LED 色彩的一致性是 重要的分级问

题，LED 电压和流明输出变化问题与之相比则相应次要。有关色彩一致性问题达成

的一项共识，即展开色差变化的市场敏感性研究——人眼所能看到的程度以及色彩

和输出变化的可接受程度。现有的色彩研究陈旧，需要重新审查、总结和验证。研

究需要建立在人体生理学基础上，与色彩和可接受程度相关，基于感知进行研究。

从这项研究中，将定义可接受的色彩和输出的变化，由此将可能引导 LED 光源的发

展。此外，报告应区分不同的细分市场/应用，并指出不同应用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的

接受程度。 

 

图 6  LED 的分级 

许多 LED 色度分级使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制定的色度四边形。

该色度四边形同样也用于照明设备色彩表现标准，确定可以接受的色彩表现。在

ANSI 的色度四边形下存在明显的色差，而分级没有达到与人的视觉相当的规模。虽

然就 ANSI 色度四边形是否应重新调整并未达成一致，但已指出的是能源部支持的

工作组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小组对于处理 LED 色度变化问题已有一项明确建

议，即所有的 LED 制造商使用同一色度分级对 LED 进行分级和标签以达到色度一

致。这将使照明设备制造商能够更容易地比较和使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 LED。 

从根本上说，LED 装配的进步导致改良的 LED 均一性生长将彻底减低分级的需

求。小组指出虽然 LED 性能差异仍然存在，照明设备生产商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使

分级在一定程度解决此类问题。这些策略包括：在 LED 制造商分级中，照明设备制

造商通过二次分级增加 LED 色彩一致性，个别 LED 使用 LED 阵列/模块达成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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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质化。 

2.2 照明设备寿命测试 

对于基于 LED 的照明设备缺乏真实的寿命测试，已成为照明设备制造商又一重

大问题。照明系统长期表现的不确定性使得评估和保证基于 LED 照明设备的寿命变

得困难。同样也阻碍了制造商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这种不确定性源自 LED 照明组件

长期性能的未知性，包括 LED、环境、缺乏基于实验室寿命的工业性测试方法以及

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能源部核心技术研发计划的一项标准测试方法初步解决了该问题。该项目正在

研究实验数据的开发以及照明系统可靠性理论。由美国能源部支持的可靠性工作小

组正在寻求缺乏标准测试协议的解决方案，该小组正在研究环境对于灯具寿命的不

确定性。分组建议，对照明设备部件和系统的寿命性能应该由产品供应商提供一些

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文件。这将使照明设备制造商可以根据所提供的不同组件的数据

构成寿命性能的模型。照明设备寿命的数据可以由灯具设计者在各种环境下的流明

维持率计算出来，与目前传统灯具类似。为收集此类数据，各种照明组件和照明系

统需要适当的加速度系数。由于 SSL-specific 对系统寿命性能影响力已经开发，所

以可以开发出测试和生产的 优化方法。此外，可以制定出照明设备组件和系统统

计性性能的标准数据库，并由可靠性研发理论和实验结果结合，开发出寿命评估系

统的一致和准确的方法。 

2.3 电源和驱动 

在照明设备制造商中存在一种共识，即需要

从电源/驱动制造商中获取标准化的报告和其它

信息，以促进使电源/驱动集成到照明设备中。

信息的缺乏以及电源/驱动性能报告的不一致性

制约了电子组件集成的效率，增加了其难度。

照明设备制造商强调这些信息传播需要迅速和

一致。一个将有利于照明设备制造商使用和分

析、仿真开发和设计工具。灯具制造商认为，

性能数据以标准的报告格式透露需要尽快实

施。侧边栏列出了分组建议的应包括在内的参

数。 

照明设备分组参与者认为，以功率范围开发

各种定义明确的产品类型，将有利于促进电源

和 LED 负载的匹配。例如，电源功率范围定义

在 4 W、8 W、14.5 W 等等。对于电源功率的定

拟议的电源/驱动信息： 

●环境影响的精确寿命 

●运行温度 

●与功率、负载和温度相关的效率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变化 

●断态功率 

●驱动测试如何进行 

●发光功率 

●功率过冲 

●输入瞬态（例如来自雷击）和过压

保护/适合环境下的耐久性（室内、

室外照明）以及是否在某些用途需要

额外的保护 

●特殊调光协议兼容性 

●环境光感应器兼容性 

●电源谐波失真 

●输出电流随温度、电压等的变化 

●最大输出功率 

●功率因数校正 

●由荧光灯镇流器制造商提供的所

有标准数据（尚未包括在上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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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将提高其工作效率。此外，效率范围边缘退化影响将减至 低。这种分割允许一

系列现货供应的电源迅速集成于各种应用中的基于 LED 的照明设备。虽然就此主题

进行了讨论，小组尚未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2.4 软件和建模工具 

照明设备分组确定了行业范围对软件和建模工具的需求，其使用可以辅助照明

设备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照明设备制造商需要一整套设计工具，只要输入来自设备

组件和子系统的数据，就可以分析和仿真整个照明设备的性能。如果与前 3 节 LED

分级、照明设备寿命测试和电源/驱动数据报告相关的性能数据以标准格式提供，就

可以作为输入数据用于照明设备的设计和仿真软件。软件工具的开发可以用于解决

由于外部组件引起的性能的可变性，特别是 LED，使得照明设备制造商可以使产品

性能规格稳定在一定范围内。照明系统可靠性是基于组件可靠性的，其仿真软件可

以藉由其它类似应用软件得到，并适应以可靠性和寿命研究为基础的照明系统。照

明设备电气设计可以借助适当的电源和 LED 数据集在软件辅助下完成。该小组建

议，数据以类似于 IES 文件的文本文件提供将有助于设计和仿真工具软件的开发。

小组提出了一些附加的数据集以促进照明设备的设计和仿真：LED 温度响应和 LED

角度频谱功率密度。真实有效地以标准格式提供所有数据将成为迫切的需要，该项

工作在能源部的支持下由 NEMA 或 ANSI 负责开发报告的要求和格式。 

2.5 照明设备研发建议 

根据与照明设备制造相关的报告以及分组讨论，对能源部 SSL 核心技术和产品

发展研发计划提出了若干将可能影响照明设备生产的建议，这些建议如下： 

扶持基于人体生理学的与色彩和接受程度相关的感知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可

定义可接受的色彩和输出变化，将引导 LED 光源的发展。此外，该项研究应区分不

同的细分市场/应用，并指出不同应用下可能的不同接受程度。 

扶持对于 LED 分级变化可容性更强的照明产品的发展，同时保持色彩和磁场输

出的一致性。 

继续扶持能源部核心技术研发子任务的系统可靠性方法，开发照明设备组件和

系统可靠性实验数据与理论认识。 

3 LED 封装 
有观点普遍认为，外延生长过程、衬底、制造设备和过程控制是 LED 封装的四

个主要技术控制点。 

3.1 外延生长过程 

外延生长过程是高亮度的关键，需要引起注意的几个重要方面有：波长均一性

差、产量低（循环和生长时间）、缺少原位监测/过程控制、晶圆弓形度问题、生长

化学/机理认识不足、资源效率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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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的 GaN 高亮度 LED 外延晶圆均是采用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

（MOCVD）方法制得。MOCVD 是唯一能够生长出器件结构包括低温成核层、厚

GaN 缓冲层、多量子阱等在内的技术，该方法的主要缺陷是晶体生长速率相对较慢，

这就导致循环时间稍长，一般需 5-10 小时。氢化物气相外延生长（HVPE）的生长

速率显著加快，尽管其非常适合厚GaN缓冲层的生长，却并不适合薄纳米层和 InGaN

合金。就大型制造设备而言，该方法远不及 MOCVD，第一台多晶圆 HVPE 反应器

近才面世。HVPE 和 MOCVD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图 7 展示的是外延生长

路线图，其中 COO（Cost of Ownership，拥有成本）是用来描述制造装备是如何发

展而降低生产成本的。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建模：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模型

改进均一性、优化资源效率 
▄ ▄ ▄ ▄ ▄ ▄ 

过程控制：利用原位措施进行

有效控制 
 ▄ ▄ ▄ ▄ ▄ 

自动化：（装片盒）式自动大批

量生产 
  ▄ ▄ ▄ ▄ 

M
O
C
V
D 

每五年降低 COO 两个数量级 ▄ ▄ ▄ ▄ ▄ ▄ 
开发多晶圆设备 ▄ ▄ ▄ ▄ ▄ ▄ 

自动化：（装片盒）式自动大批

量生产 
  ▄ ▄ ▄ ▄ 

H
V
P
E 每五年降低 COO 两个数量级 ▄ ▄ ▄ ▄ ▄ ▄ 

图 7  外延生长路线图 

晶圆产量增加的同时，外延层质量也要提高。更好地控制活化多量子阱区域的

波长和强度均一性将是关键所在，材料质量以及内量子效率也不容忽视。因此，外

延生长路线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入先进过程控制措施以及原位监测（特别是晶

圆温度）、精确过程建模。 

表 4 是表征外延生长过程的一系列度量，其中， 重要的是外延晶圆均一性和

重复性。有关 COO 目标与需求的匹配将在 2.3.3 中阐述。 

表 4  外延生长的部分度量 

 单位 2009 2010 2012 2015 
晶圆均一性 nm 1.7 1.5 1.0 0.5 
晶圆键合 nm 1.5 1.1 0.9 0.6 
Run-to-run nm 2.0 1.5 1.1 0.9 
强度一致性 % 20 15 8 5 
COO - 每五年两倍降低 
外延生长成本 $/cm2 6.8 5.5 3.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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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衬底 

衬底路线图包括两套方案：（1）异质外延生长（蓝宝石、SiC）衬底改进；（2）

同质外延生长（GaN）衬底改进。为符合批量生产的需求，这两套方案都需要改进

衬底质量（表面抛光度、缺陷密度、平整度等）及生产连续性。GaN 衬底的成本还

需显著降低。 

蓝宝石和 SiC 是当前高功率 GaN LED 的主要衬底，衬底的一般趋势是向着更大

直径发展。在异质外延生长过程中，为了维持所要求的外延层均一性，还需要大力

发展外延生长设备以及过程控制水平。在弓形衬底上维持均一的温度曲线存在一定

的问题，随着衬底尺寸变大，这个问题也会随之放大，进而限制了采用大衬底的进

度。有人试图用 Si 作为异质外延生长的衬底，但这同样面临大量的技术挑战。 

在蓝宝石和 SiC 衬底上异质外延生长(In)GaN 层，过程复杂而且成本较高。利用

繁复的缓冲层技术解决大衬底的晶格与热膨胀系数失配问题，会增加生长时间，带

来的晶圆曲率问题会影响均一性。理论上，GaN 衬底可以简化缓冲层技术，制备出

平整均一的外延晶圆，甚至可以通过降低缺陷密度和极化场改进器件性能。 

 

图 8  衬底选择对主要加工步骤以及最终 LED 封装器件的相对成本的影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4’’直径 ▄ ▄ ▄ ▄ ▄ ▄ 蓝宝

石 6’’直径    ▄ ▄ ▄ 
4’’直径 ▄ ▄ ▄ ▄ ▄ ▄ SiC 
6’’直径      ▄ 
4’’晶圆   ▄ ▄ ▄ ▄ GaN

模板 6’’晶圆     ▄ ▄ 
2’’晶圆   ▄ ▄ ▄ ▄ GaN

单晶 3’’晶圆      ▄ 

图 9  衬底路线图 

利用传统的块体晶体生长技术制备 GaN 晶圆依旧困难重重，通过 HVPE 制得的

薄的独立式 GaN 衬底则是解决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旧具有缺陷密度高等不足。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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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尺寸、成本、质量需求的 GaN 衬底并不存在，块体及独立式 GaN 衬底用于生

产蓝色激光。随着质量改进、衬底尺寸增加、价格下跌，这些衬底有望取代蓝宝石

和 SiC 衬底。衬底选择对外延层均一性、晶圆平整度以及器件性能有着显著影响。

图 8 展示的是衬底的选择是如何影响 LED 器件的成本平衡的。图 9 是衬底路线图，

包括朝向顶端的异质外延衬底和朝向底端的同质外延衬底。 

3.3 制造设备 

对晶圆加工、芯片生产和芯片封装，特别是当前 LED 产业中所采用的较小衬底

尺寸来说，都缺乏适合的制造设备。外延生长路线图已经考虑了设备的发展计划。

自动化水平、产量与产能、设备标准要提高，COO 要下降。有观点认为，加强设备

制造商与终端用户之间的沟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制造商更加明白制造的发展趋势，

适当的设备就更有可能在合适的时候出现。 

没有专注于一些专门的加工或测试设备，主要是由于没有确定明确的成本效益。

有必要搞清楚设备以及加工过程的改变对 LED 封装成本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精确

的成本模型不可或缺。一般来说，引入一台新设备 关键的评判标准就是能否降低

生产的总成本。总 COO 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COO 还可用于评估制造改变带来的

长期利益。 

人们普遍认为，设备的开发每五年至少应有两倍的减少，也就是说，到 2025 年，

COO 将至少降低 16 倍，向着 终的成本目标迈进一大步。 

3.4 过程控制与测试 

表 5 给出的是过程控制与测试的发展状况。与外延生长有关的过程控制展示在

外延生长路线图中。 

表 5  过程控制与测试 

 单位 2009 2010 2012 2015 
过程产量 wfr/hr 50 55 70 100 
过程产率 % 60 65 75 90 
过程生产率 % 50 65 75 90 
分级 % 20 25 34 50 
在线检测实现的成本节省 % - 10 25 50 

人们认为，在晶圆加工、芯片生产和芯片封装过程中普遍缺少过程控制，有必

要引入在线测试、检测、表征等测量仪器。在线检测可以在整个制造过程中提供快

速反馈，使问题在早期阶段就得以解决，或者排除掉不合格的半成品。 

就 LED 模具生产过程而言，通过改进基线产率，费用节省为 6-24%；使用

excursion flagging 的话，费用节省为 22-44%（见图 9）。研发以及工厂扩产带来的潜

在成本节省估计有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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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 工厂扩产 生 产 自 动

化 
excursion 
flagging 

基 线 产 率

提高 
总计 

提高程度 20-40% 30-40% 0.50% 22-44% 6-24% 79-148% 

图 9  在线检测带来的成本节省 

通过引入精度更高的原位及离位表征设备，可以提高产率、降低成本。对于衬

底、外延晶圆、晶圆加工、模具制备、LED 封装器件（如 lm/W、相关色温、染色

指数等）来说，需要有更高的产量、更高端的检测设备。图 10 是一个在线产率管理

的设备路线图的例子。 

 

图 10  在线产率管理路线图 

4 系统和组件集成 
系统级和组件级集成对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有观

点认为，只重视个别领域将不会解决整体的成本削减目标，而制造的集成或整体方

法是必要的。同样为降低成本有必要在整个工艺过程中实施简化，包括系统级组件

集成，封装级组件混合集成，以及晶圆级单片组件集成。 

SSL 系统示意图如图 11。在实现所要求的成本降低和性能改进方面可能没有解

决方案。相反，在制造工艺过程中的许多方面将需要并行处理和集成技术。制造设

计和集成产品的开发设计是实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迅速商业化所需要重要考虑

的因素。在产品设计阶段早作决定可以对大多数产品的成本、质量和可制造性形成

影响。为优化制造将需要设计工程师和制造工程师之间的密切沟通和/或合作。通过

以下几个途径可取得进展，包括：充分利用公用部件和材料，通过标准化减少活动

或核准组件，方便的装配设计，以及稳健的设计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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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SL 制造集成系统工艺 

终，真正的成本削减将通过简化 SSL 光源达到。一种简化方法是上述的集成

系统设计方法。这种方法既优化照明设计和制造工艺降低成本，同时又满足质量、

可靠性和效率要求，并继续达到客户的期望。另一种简化方法是通过组件级集成方

法。这种方法包括封装级别的组件混合集成和晶圆级别的组件单片集成。 简单的

混合集成是在同一个封装内放置多个芯片。图 12 展示了一个更复杂的例子，热控制

芯片、驱动芯片和更复杂的光学器件可集成到同一封装中。这种类型的混合集成方

式可能对 终光源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图 12  简化 SSL 光源制造和降低成本的混合集成方法 

这种集成方法有待进一步开发，将热控制电路和驱动电子单片集成到同一半导

体芯片如 LED 也是有可能的。单片集成的芯片在简化芯片封装、照明设计和光源组

装方面非常重要。因此，与此高集成水平相关的成本节约至关重要。 

单片集成方法仅是从芯片级到晶圆级成本降低的一种方法。晶圆切割和分离前

的荧光粉层沉积方法和在半导体其他领域利用晶圆级封装技术也可实现成本降低。 

5 成本模型 
需要建立一个共同成本模型来描述 LED 基组件和装置的制造。这种模型将允许

产业确定对 终器件和照明成本产生 大影响的那些领域。这些信息可能被用来帮

助集中关注 敏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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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模型在决定设备发展方面特别重要。这类模型也可以用于：（1）评估制造

业变化的长远利益；（2）帮助有关材料使用、设备操作和工艺改进的决定；（3）确

定工艺过程中的瓶颈；（4）加强整个供应链的沟通和理解。 

黄 健 冯瑞华 潘 懿 万 勇 编译自 

Solid-Stat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Roadmap 

http://apps1.eere.energy.gov/buildings/publications/pdfs/ssl/ssl-manufacturing-roadmap_

09-09.pdf 

 

 

 

政策规划 

俄罗斯大力发展纳米技术产业 

第二届纳米技术国际论坛本月 6 日至 8 日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

夫发表讲话指出将大力推进纳米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俄罗斯经济中 为强大的部

门之一，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必需的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俄罗斯在纳米技术领域

的投资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至 2015 年，投入将达到 3180 亿卢布（105 亿美元），

纳米技术产业的销售也有望达 9000 亿卢布。 
万 勇 摘译自 http://www.nanotech-now.com/news.cgi?story_id=34907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9 日 

加拿大：490 万加元投向纳米技术领域 

加拿大政府近日宣布，将划拨 1.591 亿加元作为对全国 45 所高校中的 181 名首

席科学家的研究资助。其中，纳米技术领域的资助金额有 490 万，涉及的个人及具

体领域是：①Botton, Gianluigi A. 纳米材料电镜观测，140 万加元；②Chen, Pu. 纳

米生物材料，50 万加元；③Fanchini, Giovanni. 碳基纳米材料和纳米光电，50 万加

元；④Li, Hongbin. 分子纳米科学与蛋白质工程，50 万加元；⑤Sinton, David A. 集

成微纳流体，50 万加元；⑥Skorobogatiy, Maksim. 微纳光子学，50 万加元；⑦Ye, 

Winnie. 可靠光电器件和传感器的 IC 设计，50 万加元；⑧Yeow, John T.W. 微纳器

件，50 万加元。 

万 勇 摘译自

http://www.chairs-chaires.gc.ca/media-medias/releases-communiques/2009/september-septembre-eng.

aspx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9 日 



 14

研究进展 

石墨烯与 DNA 形成生物传感器 

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将荧光分子附着于 DNA 上，跟

踪其与石墨烯的反应。研究发现，单链 DNA 的荧光消褪很明显，而双链 DNA 则略

微变暗。这表明，相比于双链 DNA，单链 DNA 与石墨烯的反应更为强烈。再增加

DNA 时，荧光会重新发光，说明 DNA 分子缠绕在一起，并离开了石墨烯表面。利

用上述发现，可以制成生物传感器，用于疾病诊断、腐烂食物毒素测定、生物武器

病原体检测等方面。研究还发现，酶对附着在石墨烯表面的单链 DNA 的分解能力

减弱，有望应用于基因治疗的药物输送。 

万 勇 摘译自 http://www.pnl.gov/news/release.aspx?id=408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9 日 

未来的超导体——金属氢 

正常情况下氢和锂反应形成稳定的氢

化锂化合物，但这种化合物不是金属。金属

氢被认为是存在于行星内部，如木星和土

星，受到强大的引力和压力。美国康奈尔大

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研究团队利

用计算机编程对金属氢进行理论研究，预测

了在较低压力下富氢混合物的金属化，金属氢将是未来的一种高温超导体，但这种

化合物目前在地球上还不能存在。研究人员所预测的金属氢的结构有两种，分别是

由一个锂原子和 6 个氢原子（LiH6）组成以及由一个锂原子和两个氢原子（LiH2）

组成的物质。 

冯瑞华 编译自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15652&org=NSF&from=news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9 日 

ZnO-石墨烯杂化结构 

韩国汉阳大学的科研人员在石墨烯层上规整排列 ZnO 纳米棒，制备出一种新型

的 ZnO-石墨烯杂化结构，有望用于下一代电子及光电子器件。这种杂化结构的机械

柔性和结构稳定性较好，光透过率达70-80%；在1 V偏压条件下，其电流高至1.1 mA。

阴极发光图像和光致发光光谱显示，ZnO-石墨烯杂化结构具有独特的光发射特性。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J. Phys. Chem. C 上（文章标题：ZnO Nanorod-Graphene Hybrid  

 

金属氢 LiH2和 LiH6 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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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s for Multifunctional Conductors）。 

万 勇 摘译自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p9078713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4 日 

仿生材料：纳米级蝴蝶翅膀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

学的科研人员在室温条件下，以锗、硒、锑为基本元

素，无需使用有毒物质，通过 Conformal-Evaporated- 

Film-by-Rotation（CEFR）技术，制备出新型仿生材

料——纳米级的蝴蝶翅膀，可用于多种光学器件，如

可使太阳电池光吸收 大化的光漫射器、光罩等。

CEFR 技术还可用于人工合成甲虫壳、昆虫复眼等。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Bioinspiration & Biomimetics 上

（文章标题： Fabrication of free-standing replicas of fragile, laminar, chitinous 

biotemplates）。 

万 勇 摘译自 http://live.psu.edu/album/1822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2 日 

简单拉伸改进石墨烯性能 

石墨烯的能谱上缺少硅等半导体材料所特有的一个“带

隙”，以致在静止状态时仍会释放出能量，这并不适合于紧

密堆积的集成电路。一支由英国、西班牙、荷兰的学者组成

的团队研究发现，沿着石墨烯蜂窝状晶格的三个主要方向进

行拉伸，就可形成半导体所特有的一个带隙，将其转变为优

良的半导体材料。该机理类似于高强磁场对石墨烯的影响。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Nature Physics上（文章标题：Energy gaps 

and a zero-field quantum Hall effect in graphene by strain 

engineering）。 

万 勇 摘译自 http://www.manchester.ac.uk/aboutus/news/display/?id=5079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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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2009 英国纳米论坛和新兴技术会展 

一年一度的英国纳米论坛和新兴技术会展将于 11 月 3 日至 4 日在伦敦举行，今

年是本次会展的第四届。届时将有 450 名国内外主要代表参会。会议将就以下领域

的技术商业化进行分组讨论，包括生命科学与保健、能源与环境、材料与器件。此

外，还将展示两大新兴技术的成果：①光子、电子和塑料电子；②精密表面和复杂

结构。本次会展将为产业界、学界、投资者、技术买家和寻求研发合资的风险企业

提供一个网络化讨论平台。 

潘 懿 摘译自 http://www.ukinvest.gov.uk/Electronics/4045205/zh-CN.html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5 日 

NNI 第三次 nanoEHS 系列专题会议 

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NNI）将于今年 11

月 17 至 18 日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第三次 nanoEHS 系列专题会议。NNI 将共举

办四次专题会议，持续到 2010 年 3 月，评估目前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环境、健康和安

全的研究。会议将继续就纳米材料与人类健康和设备、计量、分析方法等关键科学

问题展开对话。本次会议主题有：探查纳米科技的现状；确定纳米技术健康和安全

研究的主要差距与新趋势；对 NNI 战略在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研究

方面的建议展开讨论。 

潘 懿 摘译自 http://www.internano.org/content/view/298/251/ 

检索日期：2009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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