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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是频率在红外光与毫米波之间、尚有待全面深入研究与开发的电

磁波段。沿用红外光和毫米波领域已有的技术,太赫兹频段电磁波的研究已

获得较快发展。不过,现有的技术大多处于红外光或毫米波区域的末端,实现

的过程相当困难。随着半导体、激光和能带工程的发展,人们开始寻找研究太

赫兹频段电磁波的独特技术,掀起了太赫兹研究的热潮。美国、日本和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已将太赫兹技术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资助了一系列重大研究计划。

尽管如此,在太赫兹频段,仍然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

作为信息传输中的一种可用载波,太赫兹是未来超宽带无线通信应用的

首选频段,其频带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掌握太赫兹的关键核心技术,有

利于我国抢占该频段的频带资源,形成自主可控的系统,并在未来6G和空

天 地 海一体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太赫兹成像的分辨率比毫米波更

高,利用其良好的穿透性有望在安检成像和生物医学诊断等方面获得重大突

破。总之,太赫兹频段的有效利用,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技术、国防安全和

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发展。

目前,国内外对太赫兹频段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效辐射的产生、高灵

敏度探测方法、功能性材料和器件等方面,应用研究则集中于安检成像、无线

通信、生物效应、生物医学成像及光谱数据库建立等。总体说来,太赫兹技术

是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的一个领域,某些方面我国还处于领先

地位。因此,进一步发展太赫兹技术,掌握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当前太赫兹产业发展还处于创新萌芽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诸多技术

正处于在蓄势待发状态,需要国家和资本市场增加投入以加快其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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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一些新兴战略性行业形成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得到重要的系统应用。

“战略前沿新技术———太赫兹出版工程”是我国太赫兹领域第一套较为完

整的丛书。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在理论研究层面,丛书包含太

赫兹场与物质相互作用、自旋电子学、表面等离激元现象等基础研究以及太赫

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光导天线、二维电子气器件、微结构功能器件等核心

器件研制;技术应用方面则包括太赫兹雷达技术、超导接收技术、成谱技术、光

电测试技术、光纤技术、通信和成像以及天文探测等。丛书较全面地概括了我

国在太赫兹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系统介绍,

可以清晰地透视太赫兹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全貌,把握太赫兹技术发展的来龙

去脉,展望太赫兹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太赫兹领

域的研究提供专业的发展视角与技术参考,提升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水

平,进而推动太赫兹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

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该领域的技术特性

决定了其存在诸多的研究难点和发展瓶颈,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以专业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面对这些难点、突破这

些瓶颈,就一定能将太赫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向新的高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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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频段介于毫米波与红外光之间,频率覆盖0.1~10THz,对应波长

3mm~30μm。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太赫兹辐射源和探测手段,该频段

被称为电磁波谱中的“太赫兹空隙”。早期人们对太赫兹辐射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天文学和材料科学等。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和能带工程

的发展,人们对太赫兹频段的研究逐步深入。2004年,美国将太赫兹技术评为

“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2005年,日本更是将太赫兹技术列为“国家

支柱十大重点战略方向”之首。由此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太赫兹科学与技术

的研究热潮,展现出一片未来发展可期的宏伟图画。中国也较早地制定了太

赫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规划,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中国成功主办了国

际红外毫米波 太赫兹会议(IRMMW THz)、超快现象与太赫兹波国际研讨

会(ISUPTW)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太赫兹频段的研究融合了微波技术和光学技术,在公共安全、人类健康和

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从时域光谱技术应用于航天飞机泡

沫检测到太赫兹通信应用于多路高清实时视频的传输,太赫兹频段在众多非

常成熟的技术应用面前不甘示弱。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应用领域

要求的不断提高,研究者发现,太赫兹频段还存在很多难点和瓶颈等待着后来

者逐步去突破,尤其是在高效太赫兹辐射源和高灵敏度常温太赫兹探测手段

等方面。

当前太赫兹频段的产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诸多产业技术还需要不断

革新和完善,尤其是在系统应用的核心器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形成

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

这套丛书涉及的内容丰富、全面,覆盖的技术领域广泛,主要内容包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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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半导体物理、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太赫兹核心器件的研制、太赫兹雷达

技术、超导接收技术、成谱技术以及光电测试技术等。丛书从理论计算、器件

研制、系统研发到实际应用等多方面、全方位地介绍了我国太赫兹领域的研究

状况和最新成果,清晰地展现了太赫兹技术和系统应用的全景,并预测了太赫

兹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太赫兹领域的科研

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等从专业的技术视角提供知识参考,并推动我国太赫

兹领域的蓬勃发展。

太赫兹领域的发展还有很多难点和瓶颈有待突破和解决,希望该领域的

研究者们能继续发扬一鼓作气、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太赫兹领域展现我国家科

研工作者的良好风采,通过解决这些难点和瓶颈,实现我国太赫兹技术的跨越

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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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领域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为人们所知到现在部分技术服

务于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逐渐显现出其前沿性和战略性。作为电磁波谱中最

后有待深入研究和发展的电磁波段,太赫兹技术给予了人们极大的愿景和期望。

作为信息技术中的一种可用载波,太赫兹频段是未来超宽带无线通信应用的首

选频段,是世界各国都在抢占的频带资源。未来6G、空 天 地 海一体化应用、

公共安全等重要领域,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朝着太赫兹频段方向发展。该频段电

磁波的有效利用,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技术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发展。

与国际上太赫兹技术发展相比,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起步略晚。自

2005年香山科学会议探讨太赫兹技术发展之后,我国的太赫兹科学与技术研

究如火如荼,获得了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前我国的太赫兹基

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太赫兹物理、高性能辐射源、高灵敏探测手段及性能优异的

功能器件等领域,应用研究则主要包括太赫兹安检成像、物质的太赫兹“指纹

谱”分析、无线通信、生物医学诊断及天文学应用等。近几年,我国在太赫兹辐

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研究、大功率太赫兹激光源、高灵敏探测器、超宽带太赫兹

无线通信技术、安检成像应用以及近场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套太赫兹战略前沿新技术丛书及时响应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中长期

规划,从基础理论、关键器件设计与制备、器件模块开发、系统集成与应用等方

面,全方位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在太赫兹源、探测器、功能器件、通信技术、成像

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给出了上述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技术

发展趋势,将为解决太赫兹领域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技术提供参考依据,并将对

太赫兹技术的产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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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很荣幸应邀主编这套我国太赫兹领域分量极大的战略前沿新技术丛

书。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各位作者和出版社的辛勤劳动与付出,他们用实际行

动表达了对太赫兹领域的热爱和对太赫兹产业蓬勃发展的追求。特别要说的

是,三位丛书顾问在丛书架构、设计、编撰和出版等环节中给予了悉心指导和

大力支持。

这套该丛书的作者团队长期在太赫兹领域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他们身体

力行、不断探索,将太赫兹领域的概念、理论和技术广泛传播于国内外主流期

刊和媒体上;他们对在太赫兹领域遇到的难题和瓶颈大胆假设,提出可行的方

案,并逐步实践和突破;他们以太赫兹技术应用为主线,在太赫兹领域默默耕

耘、奋力摸索前行,提出了各种颇具新意的发展建议,有效促进了我国太赫兹

领域的健康发展。感谢我们的丛书编委,一支非常有责任心且专业的太赫兹

研究队伍。

丛书共分14册,包括太赫兹场与物质相互作用、自旋电子学、表面等离激

元现象等基础研究,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光导天线、二维电子气器件、

微结构功能器件等核心器件研制,以及太赫兹雷达技术、超导接收技术、成谱

技术、光电测试技术、光纤技术及其在通信和成像领域的应用研究等。丛书从

理论、器件、技术以及应用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和概括了太赫兹领域主流技

术的发展状况和最新科研成果。通过这套丛书的编撰,我们希望能为太赫兹

领域的科研人员提供一套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促进太赫兹理论与实践

的长足发展,为太赫兹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突破及教学培训等提供参考资

料,为进一步解决该领域的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提供帮助。

中国太赫兹领域的研究仍然需要后来者加倍努力,围绕国家科技强国的

战略,从“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两个方面推动太赫兹领域的创新发展。这套

丛书的出版必我国太赫兹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020年8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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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技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使其在高灵敏探测、高

分辨率成像、6G通信等领域显示出广泛的应用潜力,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多个

科技强国纷纷将太赫兹科学列为前沿战略科技方向。

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由于功率高、体积小、重量轻,成了太赫兹系

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更高频率、更大功率和更高灵敏度是太赫兹固态

电子技术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新频谱波段的战略资源。太赫兹固态器

件正处于新材料、新工艺和新频段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国内外有诸多的科

研机构和公司开展了太赫兹固态方面的研究,并在一些关键性指标方面不断

取得突破。随着开展太赫兹固态研究的单位越来越多,迫切地需要相关的科

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熟悉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制造与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

本书共分6章,每章最后列有相关参考文献以供技术人员进一步查阅更详

细的资料。第1章是太赫兹固态电子技术简介,由梁士雄和徐鹏共同编写,简

要介绍了太赫兹的概念、太赫兹波的产生和探测方法、太赫兹固态电子元器件

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第2章是太赫兹肖特基二极管技术,由赵向阳和邢东共

同编写,论述了太赫兹肖特基二极管的基本原理、工艺制备、器件建模等内容,

并介绍了倍频电路、混频电路、检波电路等太赫兹肖特基二极管的典型应用电

路。第3章是太赫兹负阻器件,由梁士雄编写,论述了太赫兹共振隧穿二极管

和耿氏二极管的基本概念、物理模型、设计、制备等方面的内容,并介绍了一些

常见的太赫兹负阻器件的应用。第4章是太赫兹固态放大器,由张立森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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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了太赫兹晶体管、太赫兹固态低噪声放大器、太赫兹固态功率放大器

的特性和设计。第5章是太赫兹固态电子测试技术,由徐鹏编写,主要介绍了

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直流测试、小信号S 参数测试与校准方法、固态模块测试

等方面。第6章是新型太赫兹固态器件,由郭艳敏、王元刚、蔚翠、吕元杰联合

编写,主要介绍了基于氮化镓和石墨烯的太赫兹器件与电路。本书的最后列

有本书关键词,有助于工程技术人员加强对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的理

解,以供阅读时参考。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从事太赫兹固态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为我国太赫兹技术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由于编写时间限制

以及本书作者水平所限,虽然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努力,但是书中仍然难免有疏

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冯志红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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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电磁波位于红外与毫米波之间,图1 1是太赫兹波在电磁频谱中

所处的位置示意图。用“太赫兹”这样的频率单位来命名一个频段是不多见

的,但是 “太赫兹”目前已成为该频段的象征性术语,已被大量地应用于相关科

技文献中。频率为1THz的电磁波对应的周期为1ps、波长为300μm、光子能

量为4.1meV,对应的温度为48K。至今太赫兹频段的划定范围尚未有标准定

义,学术界目前倾向于将太赫兹的广义频段为0.1~10THz(1THz=1012Hz)。

太赫兹波是不可见的,不过由于它在高频部分与红外频谱重合,因此能够感受

到由太赫兹波产生出的热量。自然界中产生的太赫兹波充满了人类的生活

空间。

太赫兹波的独特性质,使其在探测、成像、高速通信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

图1 1

太赫兹波在电

磁频谱中所处

的位置

 

 

 

 

 

 

 

 

图1 2

不同频段太赫

兹波在空间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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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1],包括了从地面到太空的空间,如图1 2所示。这些应用都需要太赫

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作为基础元件支撑。

1.1 太赫兹固态电子技术发展现状

多个科技强国纷纷将太赫兹科学列为前沿战略科技方向[2]。美国政府

2004年就将太赫兹技术列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欧洲组织

了跨国多学科参与的大型合作太赫兹研究项目。日本2005年将太赫兹科

学列为“国家支柱十大战略目标之首”。国际上主要的太赫兹技术研究计

划如表1 1所示,所涉及的应用系统基本是用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

来实现。

表1 1

国际上主要的

太赫兹技术研

究计划

机 构 项目名称 时间 频率/THz 研 究 内 容

 美国航空航

天局
AuraMLS 2004

0.18、0.24、
0.64

 太赫兹外差式接收机,探测臭氧

层和气候变化

 美国国防高

级研究计划局

TIFT 2002 0.56
 大型多单元传感接收器焦平面

阵列,用于太赫兹探测

太赫兹电子

学研究计划
2009 0.67、0.85  太赫兹功率源和太赫兹接收机

 欧洲航天局

Planck 2009 0.1~0.85  太赫兹宇宙背景探测

Herscher 2009 0.48~1.9
 直接探测及外差式接收器,用于

冷却式望远镜

 欧盟

OPTHER 2008 >1
 太赫兹技术在航天、安检及医药

方面的应用前景

TOSCA 2010 >1  满足太空应用的太赫兹接收机

TERACOMP 2010 <1  满足应用的小体积太赫兹系统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就已经将太赫兹科学列为前沿发展方向之一,得到

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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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太赫兹分会,建有专门的太赫兹网站,每年都举办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

学术年会,并筹建了太赫兹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

也成立了多个太赫兹技术研究中心,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活跃[3]。

发展太赫兹技术需要解决两大基础问题:太赫兹信号的检测(太赫兹探测

器)和太赫兹信号的产生(太赫兹源)。

太赫兹探测器可以分为两大类:非相干探测和外差探测。非相干探测仅

测量辐射的强度,常用的非相干探测器为热敏元件,必须达到热平衡态才能获

得测量温度,探测速度较慢。外差探测器由于速度快、精度高,并且在灵敏度、

噪声等方面取得突破,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应用。

太赫兹源的进展相对缓慢,目前缺少室温下的高效率、大功率、小体积、长

寿命的太赫兹源,限制了太赫兹技术大规模应用。使得人们以“太赫兹源空隙

(THzGap)”来称呼电磁频谱上的太赫兹频段,如图1 3所示。

图1 3

太赫兹源空隙

(THz Gap) 示

意图

 

 

 

 

 

 

 

 

使用半导体材料发展太赫兹固态电子技术是填补太赫兹源空隙的重要途

径,常用半导体材料的电学参数如表1 2所示。由于GaAs(砷化镓)、InP(磷

化铟)、GaN(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电学特性方面的优势,使太赫兹固

态电子技术有非常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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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常用半导体材

料的电学参数

Si GaAs InP GaN

禁带宽度/eV 1.12 1.43 1.34 3.4

二维电子气密度/cm-2 — 2×1012 2×1012 1×1013

电子饱和漂移速度×107/(cm/s) 1 2.1 2.3 2.5

(二维)电子迁移率/[cm2/(V·s)] 1500 8500 15000 2200

热导率/[W/(cm·K)] 1.5 0.5 0.7 1.3

临界击穿场强/(MV/cm) 0.3 0.4 0.5 3.3

介电常数 11.8 12.9 12.5 8.9

Johnson优值指数(JFOM) 1.0 11 13 790

Baliga优值指数(BHFM) 1.0 16 6.6 100

1.1.1 太赫兹固态源

太赫兹波频率非常高,以基波形式产生的太赫兹信号无法达到所需要的

输出功率。需采用非线性器件产生的谐波,将高功率和高稳定度的较低频率

固态源通过倍频的方式得到太赫兹信号。或者采用振荡器产生小功率太赫兹

信号后,进入功率放大器得到大功率太赫兹信号。这些要基于太赫兹固态倍

频器、振荡器、功率放大器来实现。

  1.太赫兹固态倍频器发展现状

国外开始研究较早,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弗尼吉亚二极管公司(VDI)、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国家实验室(RAL)、德国卡

尔斯鲁厄理工大学和瑞典查尔姆斯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与高校,基于肖特基

二极管在太赫兹固态倍频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 VDI公司实力最强,在

3.2THz以下实现了产品化,产品指标如图1 4所示。

  2.太赫兹固态功率放大器发展现状

太赫兹固态功率放大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InP三端固态器件展开。国际

上做得比较好的单位主要有 NorthropGrumman公司、Teledyne公司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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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VDI公司的倍频

器指标(数据来

自VDI公司[4])

 

 

 

 

 

 

 

 

最高工作频率做到了850GHz[59],国际上各频段太赫兹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

率指标如图1 5所示。

图1 5

各频段太赫兹

功率放大器的

输出功率指标

 

 

 

 

 

 

 

 

  3.太赫兹固态振荡器发展现状

太赫兹 固 态 振 荡 器 主 要 是 基 于 共 振 隧 穿 二 极 管(ResonantTunneling

Diode,RTD)和耿氏二极管实现,这两种二极管均基于隧穿原理工作。

(1)共振隧穿二极管

国外研究共振隧穿二极管的科研机构主要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英国格



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 008    

拉斯哥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等。近年来,主要提

高了RTD超晶格材料的外延生长质量,优化了关键工艺,目前基于RTD的太

赫兹源最高工作频率达到了1.92THz,输出功率0.4μW
[1016]。同时采用RTD

器件,进行了300GHz和500GHz通信演示验证,有望实现工程应用。

(2)耿氏二极管

GaAs耿氏二极管研究较为成熟,在K波段已经逐渐进入工程应用阶段。

在太赫兹频段,在200GHz可产生3mW的输出功率,在600GHz可产生0.3mW

的输出功率;其谐波辐射能够在800GHz~1.2THz下产生微米量级的输出功

率。InP基器件的谐波辐射能够在400GHz产生微米量级的输出功率。

与以上两种材料相比,GaN材料的品质因数更高,是 GaAs材料的50~

100倍。GaN基器件的工作频率更高,理论预测可以产生740~760GHz的负阻

振荡频率。模拟结果显示GaN基器件的最高输出功率密度达到105W/cm2,比

GaAs基器件高两个数量级。近年来,随着GaN自支撑衬底质量的提高,同质

外延工艺的优化,GaN材料的缺陷密度显著下降,均预示着GaN耿氏二极管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1.1.2 太赫兹固态探测器

太赫兹固态探测器主要采用外差探测,具有速度快、精度高的特点。太赫

兹外差探测器的核心部件是太赫兹低噪声放大器和混频器。太赫兹低噪声放

大器可以将探测到的微弱的太赫兹信号进行放大,并滤除掉其他频率噪声的

干扰。太赫兹混频器可以将太赫兹信号下混频至低频信号,通过对低频信号

的分析实现太赫兹信号的探测。

  1.太赫兹固态低噪声放大器发展现状

在太赫兹 固 态 低 噪 声 放 大 器 方 面,国 际 上 主 流 研 究 机 构 有 Northrop

Grumman公司、Teledyne公司等,目前最高频率做到了1.05THz[1720]。目前

国际上各频段太赫兹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指标如图1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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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6

各频段太赫兹

低噪声放大器

的噪声系数指

标

 

 

 

 

 

 

 

 

 

  2.太赫兹混频器发展现状

为了实现更高频率的混频,并降低噪声。需要使二极管的截止频率尽可

能的提高。提高截止频率需要降低结电容和结电阻。这就需要使肖特基二极

管的阳极结面积尽可能地小,接触电阻率也需要尽可能的低,所以对二极管的

工艺有特殊的要求。VDI公司在混频二极管方面有很深的技术积累,并基于

自身研制的二极管开发了一系列混频器产品,频率能够覆盖到1.4THz,如图

1 7所示。

图1 7

太赫兹频段混

频器变频损耗

指 标 (数 据 来

自VDI公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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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国内太赫兹固态技术

国内太赫兹固态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依赖国外芯片开展相关倍频

器和混频器研究,模块性能和工作频率较低。2012年,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逐步

突破了太赫兹肖特基二极管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太赫兹倍频和混频系列芯片,

替代了进口,大大推动了国内太赫兹固态技术的发展[2125]。太赫兹倍频器和

混频器模块的性能指标逐步提升,低频段逐渐接近了国际水平。基于InP高电

子迁移率晶体管(HighElectronMobilityTransistor,HEMT)和异质结双极晶

体管(HeterojunctionBipdarTransistor,HBT)技术突破,国内实现了太赫兹功

率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器单片集成电路,工作频率接近300GHz。在太赫兹等

离子激元探测器、石墨烯太赫兹器件等方面也开展了探索研究。

1.2 太赫兹固态电子技术发展趋势

更高频率、更大功率和更高灵敏度是太赫兹固态电子技术发展的永恒主

题,也是国际高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之一,是新频谱波段的战略资源。太赫

兹固态器件正处于新材料、新工艺和新频段的快速发展阶段。

基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太赫兹模块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

也仅仅满足了太赫兹测试仪器和天文等方面的需求,距离太赫兹雷达和通信

等系统的要求还甚远。近年来,呈现出高集成化和大功率的发展趋势,肖特基

二极管器件性能将进一步优化。其核心是减少器件寄生参量,研究电子束曝

光和深紫外光刻等微纳加工技术,实现更小的阳极结尺寸;研究衬底转移技

术,从而达到提高其截止频率和高频传输特性的目的。太赫兹电路单片集成

技术,是太赫兹二极管发展的重要趋势,可以使二极管芯片与电路制作的更紧

凑,并且解决微小的肖特基二极管芯片与高精度封装难题,大大提高了器件的

一致性。倍频器功率合成技术是另一个发展方向,采用在片合成、腔体内合成

以及散热等多种技术实现更大的输出功率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功率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器将向更高频率、更高集成度以及规模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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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于传统InP基固态电子器件,减小栅长尺寸、衬底厚度和器件寄生效

应,是进一步提高器件工作频率的关键。在太赫兹电路设计方面,器件的精确

建模和高频电路精确仿真将对电路工作频率和效率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随着GaN基新材料性能的提升,GaN基的放大器将使太赫兹链路的整体

功率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预计在220GHz很快将实现大功率输出。

总之,随着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工艺的发展,基于GaN、石墨烯、金刚石和人

工电磁材料的新型固态器件不断涌现,三端及二端固态电子器件及电路的频

率和功率特性将不断提高,体积及功耗将不断降低,在太赫兹领域,特别是太

赫兹无线通信、太赫兹雷达等技术领域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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