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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摘要 

 
   本研究團隊之研究主軸為「以 CMOS-MEMS發展具無線傳輸能力之單晶片微機電系統技

術」(CMOS-MEMS technologies for single-chip wireless microsystems )，然在計畫中將不包含

DSP，因為這一部份微機電技術無法提供附加價值，所以將來再由產業界將現成之 DSP電路

併入晶片；微型電源(power)部分目前已由產業界贊助進行研究中，也不列入本研究計畫。以

目前射頻前端電路為例，微機電技術不僅可提供多樣性、高效能的元件特性，在目前普遍強

調微型化、輕量化的時代趨勢之下亦可確實有效地提供元件設計更多的揮灑空間。現今已被

證實具有相當潛力之通訊用前瞻元件約有帶通濾波器(band-pass filter)；或是能提昇現有固態

電路之性能，如射頻開關(RF switch)、低雜訊放大器(low-noise amplifier, LNA)、混波器

(mixer)、壓控振盪器(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VCO)、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 PA)、

電感及可變電容(L/C)等。研究計畫之目標是驗證單晶片無線微機電系統(single-chip wireless 

microsystems)技術，並運用 CMOS-MEMS 作為共同之技術平台，將無線傳輸與微機電系統

整合在同一片晶片之上。 

 

各子計畫成果說明如下： 

子計畫一：微機電式射頻積體電路 

中文摘要: 

本振盪器電路在 15mW與 9 mW兩種

不同的功率損耗下，於偏離振盪頻率

100kHz 處分別達成了–112dBc/Hz 與–105 

dBc/Hz的相位雜音。相位雜音的表現優於

所有其他單晶整合的 C-band CMOS 振盪

器，而這主要是來自經過仔細選取的元件

與電路架構之兩大貢獻。 

 

Abstract 

The state-of-the-art phase noises of –112 

dBc/Hz and –105 dBc/Hz @100kHz offset 

at different power consumptions of 15 and 9 

mW, respectively, among all integrated 

C-band CMOS oscillators are reported.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oscillators is 

attributed to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device 

size and circuit topology. 

  

計劃緣由與過程簡述 

由於無線系統已邁向高速資料傳輸的應

用，低相位雜音的高頻振盪器不論在接收

機或是發射機的設計上，都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一個具有整合式電感的 CMOS(互補

式金氧半製程)振盪器是相當符合這類型

應用的需求。由晶片設計廠商 Atheros 針



 

對 802.11a 規格所推出的外差式收發機晶

片 AR5110 中頻選取為 1GHz，其內部所

需的振盪器必須操作在 4GHz。因此，本

計劃的目的即在於設計並製作一 CMOS

振盪器，其架構為利用電感與電容所形成

的共振腔，再搭配可產成負阻的交叉耦合

式差動對，來達成一低相位雜音的振盪器

電路。 

      

 此振盪器的製作是在標準 0.25 m 　

CMOS 製程之下完成，振盪頻率約為

4.6GHz。在 15mW與 9 mW兩種不同的功

率損耗下，於偏離振盪頻率 100kHz 處分

別達成了–112 dBc/Hz與–105 dBc/Hz的相

位雜音。當厚度為 750 m　 矽基板被磨薄

至 20　m時，於 9mW功率損耗下可達成

-109dBc/Hz的相位雜音。表現優於所有其

他單晶整合的 C-band CMOS 振盪器，而

這主要是來自經過仔細選取的元件與電路

架構之兩大貢獻。 

 

電路設計 

本振盪器的電路架構圖如圖一 .所

示，屬於交叉耦合式差動對的架構。振盪

器所需的負阻由 NMOS (M1-M2)與 

PMOS (M3-M4)兩對以正回授方式相接連

的差動對共同產生。電路中使用 PMOS電

流源因為它比 NMOS 電流源具有較小的

低頻雜音(1/f noise)。NMOS與 PMOS差動

對互補式相連的架構可達成較對稱的波形

並藉此降低相位雜音。[1] 電感與電容均

為整合性在晶片上的被動元件。為了降低

相位雜音，這些被動元件都經過仔細地選

取，選取的考量則是參考 Lee [1] 與 Abidi 

[2] ，最後我們所選的元件大小均標示於

圖一.中。 

 

實驗結果 

此振盪器電路是在商用晶圓代工廠的標

準 0.25 m CMOS mixed　 -mode的製裎下

完成，晶片的照片如圖二.所示。晶片中主

要是電路的部分面積約為 300 m x 250 　

m　 的大小。本電路的量測是 on-wafer測

試，供應電壓為 3V。在電流消耗約為 5mA

之下(相對應的功率損耗約為 15mW)，在

與偏移中心頻率 4.6GHz的 100kHz處所量

測到的相位雜音為-112dBc/Hz，如圖三.

所示。當電流減小至 3mA 時(相對應的功

率損耗約為 9mW)，相位雜音則如我們所

預期地從-112dBc/Hz衰退至-105dBc/Hz。

為了研究矽基板的效應，我們以簡單的機

械拋光方式將厚度為 750 m　 矽基板磨薄

至 20　m。再對晶片加以量測，在電流消

耗 3mA 時 所 量 得 的 相 位 雜 音 為

-109dBc/Hz，如圖四.所示。相位雜音基於

此基板磨薄的過程，很明顯地有了

4dBc/Hz 的改善。而這主要是因為基板磨

薄後能夠降低矽基板所造成的雜音。所有

量測結果的總結列表於表一.之中。就我們

所知，整體表現是優於所有單晶整合的

C-band CMOS 振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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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振盪器電路架構圖. 

 

 

圖二.振盪器電路的晶片照片 

 

 

 

 

 

 

 

 

 

 

 

圖三.功率消耗為 15mW 時振盪器在頻譜

分析儀上所顯示的振盪頻率為 4.6GHz。  

 

 
圖四.振盪器在功率消耗為 9mW時的輸出

頻譜 

 

表一: 振盪器量測總結列表 

 
 

 

 

子計畫二：積體電路相容微機電式射頻被



 

動元件之研製 

中文摘要: 

本子計畫第一年之重點為製作於矽基

板上之小面積 (微機電式) 堆疊螺旋電感

器之最佳化，因此，於本精簡報告中，將

說明本年度於此方面之研究成果。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first year is the 

optimization of small- area (MEMS) stacked 

spiral inductors on silicon substrate. 

Therefore, in this brief report, we 

demonstrate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計畫緣由與目的 

對於攜帶式無線通訊設備上的 IC’s之

要求包括：低成本、低供應電壓、低功率

損耗、低雜訊、高操作頻率以及低失真。

於許多的情況下，若不採用 RF 單晶電感

器以及變壓器，上述的設計上的要求將無

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這促使提案人有

非常強烈的動機去分析、模擬以及最佳化

製作於矽基板之上的單晶電感器與變壓

器。而這也正是本子計畫研究之重點所在。 

 

結果與討論 

由於結果過多，無法一一詳述，下面

僅簡短地敘述於 TSMC 0.25 m 　 製程之

小面積堆疊螺旋電感器上所獲致的結果。 

圖一(a)-(e)為傳統的堆疊電感器結構， 

其特色為由上層逐漸往下層繞。圖一(f)-(j)

則為本團隊提出之改良型堆疊電感器結

構。表一為 TSMC 提供之其 0.25 m 　

CMOS 製程(2P5M) 之各種可能的金屬層

間及金屬層與基板間之寄生電容值。表二

之 Ceq 為將所對應的各種層與層間之電容

值代入堆疊電感器之 Ceq 之表示式中，計

算得到之各種三層 (M3/M4/M5) 的堆疊

電感器之等效寄生電容值 Ceq。由於相臨

兩層之間錯開及某一層繞完後往下下層或

上上層繞，所以本團隊提出之改良型堆疊

電感器結構之 Ceq 比傳統的堆疊電感器結

構之一半還低。 

表三列出以 TSMC 之 0.25 m 　

CMOS製程參數進行計算，所獲致之各種

多層的堆疊電感器之等效寄生電容值

Ceq。對於 5層之堆疊電感器，本團隊提出

之改良型堆疊電感器結構之 Ceq 比傳統的

堆疊電感器結構還高。對於 4層以下之堆

疊電感器，本團隊提出之改良型堆疊電感

器結構之 Ceq 比傳統的堆疊電感器結構

低。由以上之結果可知最佳化之堆疊電感

器結構至少需符合下述之要求: (1)相臨兩

層之間錯開以降低寄生之電容值，(2)某一

層繞完後往下下層或上上層繞以進一步降

低寄生之電容值，及(3)電感器採用之最下

方金屬層與基板間之距離需夠大 (亦即避

免使用M1)。 

表四為以 TSMC 0.25 m 　 製程製作

之各種多層堆疊電感器之量測結果。表五

為以 TSMC 0.18　um 製程製作之各種多

層堆疊電感器之量測結果。顯然地，經由

佈局 的最佳化，可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例如表五中的元件 St18: 面積~ 180×180 



 

m　 2、Ls ~ 3 nH、Qmax ~ 5及 fs > 8 GHz)。 

 

計畫成果自評 

   本年度，我們從理論以及實驗兩方面

深入地探討分析製作於矽基板上之小面積

(微機電式) 堆疊螺旋電感器之最佳化。研

究內容涵蓋原計畫內容  (亦即完全相

符)，且達成預期之二篇國際期刊論文目

標。本研究群 93年 1月至今已有 13篇國

際期刊 及多篇國際會議論文被接受，另

外，某些成果正申請專利中。 

 

 
 

 
 
 
 
 
 
 
 
 
 
 
 
 
 
 
 
 
 
 
 
 

 
 
 
 
 
 
 



 

 
 
 

 
 
 

 
 
 



 

 
 
 
 
 
 
 
 
 
 
 
 
 
 
 
 
 
 
 
 
 
 
 
 
 
 

 
 
 
 
 
 
 
 

 
 
 
 
 
 
 
 

子計畫三：以 CMOS為基礎之微機電可變射 頻通訊元件-CMOS-MEMS可變電容之研製 



 

摘要: 

近年來，無線通訊產品之方向是朝向更

輕、更薄、更短、更小，而這其中最大的障

礙便在於如何把很多原本外加的元件整合進

入單一晶片裡面。由於無線通訊系統含有許

多的製程技術，如砷化鎵（GaAs）、矽雙極

技術（Silicon Bipolar）、互補式金氧半導體

技術（CMOS），其中以 CMOS製程價格最

低廉最有機會作為單晶片的整合技術，再加

上現今 CMOS製程閘極長度越來越短，操作

頻率越來越高，已經可以滿足基頻、中頻甚

至是射頻積體電路的需求，因此有越來越多

的研究希望能致力於發展高效能的被動元

件，如可變電容與可變電感。本研究即在嘗

試利用標準 CMOS 製程配合 MEMS 幾項後

製程，製作出具有體積小、價格低及性能佳

等特性的可變電容與可變電感，並希望將來

能以此與主動電路整合，達到單一晶片（SOC, 

System On a Chip）的目標。 

 

文獻回顧 

早期的可變電容是由半導體製程製

作，包含 PN Varactor及MOS Varactor，但

此類型的可變電容損耗過大、可變範圍小、

自我共振頻率過低，因此有其他的研究是採

用微機電製作可變電容（MEMS Tuning 

Capacitor），如圖一所示。以電子式原理作

為可變電容的 PN Varactor和MOS Varactor

在 1999和 2001年分別由 karic、F.Svelto等

人所提出，其中以 PN Junction當可變電容

其電容值的可調範圍為 1.52：1，驅動電壓

3V，品質因素在 2GHz 為 10[1]，以 MOS

結構作為可變電容的 MOS Varactor 電容值

變化從 1.7pF變至 3.5pF，驅動電壓 2V，品

質因素在 1.8GHz 為 17~35[2]，此外以

MEMS技術作的機械式可變電容於 1997 年

由 Darrin J. Young等人利用表面微加工技

術製作的可變電容，以靜電力驅動來控制上

下兩電極板的間距，進而改變電容值，理論

上可達 50％的電容值變化率，實際變化率

為 16％，品質因素在 1GHz為 60[3]。 

 
圖一  三種常見的微型可變電容示意圖上

-PN Varactor、中-MOS Varactor、下-MEMS 

Tuning Capacitor 

 

研究方法 

   本文所設計之接觸式可變電容及接觸

式可變電感的驅動方式乃採用靜電

（Electrostatic）方式驅動，有別於其他驅動

方式，使用靜電力驅動的主要優點是操作速



 

度較快、結構面積較小及易於和積體電路製

程整合相容。 

一種接觸型可變電容係包含控制用的

可動與固定兩平行電極，以及一可變間隙的

電容之可動與固定兩極板所組成，電容之固

定電極上被覆一層極薄的介電層，控制用的

可動電極與電容的可動極板可連成一懸臂，

懸臂的控制用可動電極，受控制用固定電極

的靜電壓作用，懸臂漸次變形，設於懸臂靠

端點的電容可動電極即使在接觸電容固定電

極後，仍可繼續變形，直至電容可動電極板

完全與電容固定電極板接觸後停止其電容變

化。由於 TSMC CMOS 製程中的MIM電容

具有 0.038um的二氧化矽層，因此本文設計

之可變電容即以此介電層作為電容固定電極

上的極薄介電層。可變電容懸臂樑運作示意

如圖二所示。 

當得到所需之設計規格後，便利用台積

電之CMOS 0.25um 1P5M標準製程來設計接

觸型高變化率可變電容。圖三所示為 CMOS

標準製程的可變電容剖示圖，其中懸臂式支

撐結構使用Metal5；可變電容之介電層使用

MIM之二氧化矽層（Silicon Oxide）；電壓

極板下電極使用 Metal3；電容下電極使用

Metal4；另外 Metal5、Metal4、Metal3 與

Via4、Via3為可變電容之固定埠部分。 

 
圖二  可變電容懸臂樑運作示意圖 

 

 
圖三  CMOS 1P5M接觸式可變電容 

剖面圖 

 

將晶圓代工廠回來的裸晶進行所需的

MEMS後製程，先以等向性化學濕蝕刻將鋁

矽 銅 合 金 （ 蝕 刻 液 為

14H3PO4+1HNO3+2CH3COOH+3H2O ） 及

鈦、鎢（蝕刻液為 H2O2）等金屬層犧牲層移

除，再利用非等向性 RIE 乾蝕刻（氣體為

CF4，壓力 6.5Pa，RF Power：100W）將金屬

犧牲層上的二氧化矽（Oxide）層移除，即可

完成可變電容的製作。 

 

結果與討論 

   圖四為經CIC下線回來的接觸式可變電



 

容裸晶圖。Port 1及 Port 2為可變電容輸入

輸出埠，可用來量測 S 參數；Etching hole

為蝕刻孔，為後製程濕蝕刻的流道，犧牲

層面積約 100x400 um2；DC Bias為直流電

壓輸入埠，作為可變電容的電壓源。 

如圖五所示，為接觸式可變電容之 S

參數模擬結果與量測結果比較圖。由量測

結果可看出電容阻抗上升，這樣的結果應

主要是受到後製程的影響。由於後製程的

不穩定，再加上乾、濕式蝕刻時間過長，

使得懸臂式支撐結構產生凹凸不平的表

面，此表面凹凸程度間接的影響可變電容

之阻抗。此外量測結果的自振頻率較模擬值

低許多，乃因部分犧牲層在後製程濕蝕刻

時，未完全蝕刻乾淨所造成寄生電容上升、

自振頻率下降的結果。 

 
圖四  接觸式可變電容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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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可變電容 S參數量測結果 

 

接觸式可變電容的 C-V 量測如圖六及

表七所示。由於在後製程中並沒有將 MIM

電容上的 CTM層移除，因此懸臂式接觸片

瞬間接觸至 CTM層時，電容值瞬間達最大

值。另外，本次量測結果雖未執行重複性

量測以驗證可變電容的可靠度，但仍可看

出可變電容大約可達到 9 倍的變化率，自

我共振頻率約為 37GHz，在空氣層間的驅

動電壓約為 0∼8V。 

 
圖六  可變電容 C-V量測結果 

 

 

 

 

 



 

 

 
表七  可變電容 C-V模擬及量測數據 

 

 

 

 

 

 

 

 

 

 

 

 

 

 

 

 

 

 

 

 

 

 

 

 

 

 

 

 

 

 

 

 

 

 

 

 

 

 

 

 

 

 

 

 

 

 

 

 

 

 

 

 

 

 

 

 

 

 



 

子計畫四：積體電路相容微機電關鍵技術之

研究 - CMOS-MEMS 微鏡面裝置之設計與

製作 

摘要: 

   本研究以標準製程設計製作一積體化之

微型光通訊元件，並以一光學鏡面陣列為測

試平台(test board)，即將 10×10 之微鏡面陣

列與一簡單之 1×4解多工控制電路同時製作

於一面積為 2.5 mm×2.4 mm之積體電路晶片

上，然而因 CMOS製程主要乃針對二維平面

之電路結構所設計，因此在元件設計上必須

特別考慮微元件經後製程釋放(release)後之

結構變形問題，若有需要則考慮在重要結構

部位酌予強化或是製作測試元件(test key)。

另為求能與控制電路完整整合，故將控制電

路同時安置在微陣列的右方位置，期望能經

由輸入選擇線的四種數位輸入方式來獲得微

型鏡面的四個方向作動，並藉以達到改變反

射光方向之目的。在微裝置的製程設計上，

為求結構能順利釋放，故在微鏡面上設有許

多方形蝕刻孔，然蝕刻孔的大小、多寡均會

影響微鏡面的光學特性以及機械強度。微鏡

面的四個邊緣中心各設置一組 S型的撓性彈

簧 結 構 ， 此 撓 性 結 構 透 過

Contact-M1-VIA1-M2-VIA2-M3 以及 VIA3

所組成的垂直支撐結構連結至上方鏡面

(M4)。此鏡面尺寸約為 70 um×70 µm，厚度

約為 1 µm，其不僅擔任本結構的反射鏡面，

同時亦作為後製程進行時的乾蝕刻擋罩

(etching mask)之用，而圖一則為微光學元件

的整體佈局圖。  

模擬和分析  

   裝置之模擬主要在於兩個部分，第一為電

路驅動部分，第二則為微鏡面之力學及作動

行為分析。電路部分採用一 1×4解多工器，

利用四種輸入調配方法來獲得四種輸出而使

得此鏡面因靜電力作用而達到約 0。~5。左右

的傾角變化。例如，由圖二可知當選擇(110)

之輸入時，則 o3輸出方位將得到驅動靜電力

而使得微鏡面向下傾斜。而另一模擬重點為

微鏡面之撓曲變形部分；為求兼具微鏡面具

較大傾斜角及符合光學應用之表面平整要

求，鏡面中心務必保持高的平整度，藉由專

業微機電分析軟體 CoventorWare 之力-電耦

合分析，可看出鏡面部分在承受外部作用力

驅動時仍保有一定的平整度，如圖三所示。 

 

後製程方式 

   後製程步驟對本研究具有決定性的影

響，一般 CMOS-MEMS 的製作多半採用以

鋁合金為犧牲層。而本文的微鏡面陣列結構

因需將 M4 下方材質去除且不能影響製程後

的作動情形，需盡可能將底部的二氧化矽

(oxide)去除而不傷及鋁金屬結構，故可先利

用乾蝕刻的方式來將蝕刻孔或是蝕刻通道的

區域部份移除，之後再改用高選擇性濕蝕刻

方式將其餘的 oxide 全部去除以將結構順利

釋放。後製程程序如圖四所示。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成功展示以標準積體電路製程配

合微機電後製程技術確可製作出微小且具功

能性之微形裝置。此外，微鏡面之時間響應

以及切換速度如圖五(a)、(b)所示。經實際測

試之後可知此微元件之平均驅動電壓約為

22.5V。圖六為經過 50 分鐘左右濕蝕刻製程

後之 SEM圖。圖七 (a)、(b)為經WYKO光

學干涉儀量測所得經過蝕刻製程後之表面粗

度(RMS)約為 31 nm和 36 nm等，大體已達

一般反射式光學微鏡面之要求。由於在

CMOS製程中，上方的薄膜材料多半由金屬

和氧化物堆疊沉積而成，因而在裝置雛型的

建立上或許問題不大，但一旦預備進入量產

之時，則選用材料的耐久性便會受到相當嚴

重的考驗，但無論如何，仍可嘗試將重要結

構轉植至矽底材等其他方式來製作出所需之

裝置元件。國外之微機電專業代工如

Cronos、Sandia等其與 CMOS標準製程最大

的差異是其具有二至三層機械性質優良穩定

而且厚達 2 µm 的多晶矽結構層，而目前

CMOS 製程之閘多晶矽(policide)層厚度卻多

半低於 3000A，並不適宜作為結構層之用。

然而因多晶矽與氧化層以及矽底材之間具有

不同的選擇性，恰可作為一結構釋放之犧牲

層。也就是說製程上的先天缺陷(對微機械結

構來說)或許存在，但適時且靈活地避開或是

反 過 來 加 以 利 用 此 ” 缺 陷 ” 則 為

CMOS-MEMS 不同於一般 MEMS 的設計特

點。 

 

 
圖一. 微光學鏡面陣列整體佈局圖。 

 

 
圖二. 單一微鏡面驅動電路模擬結果。 

 

 
圖三. 微鏡面結構之應力分佈模擬。 

 

 

 

 

 

 

 



 

 

 
圖四. 後製程程序；(a)尚未進行後製程的

CMOS-MEMS晶片 (b)利用 RIE進行第一道

微加工製程 (c)利用濕蝕刻方式移除犧牲氧

化層以釋放微鏡面結構。 

 

 

 
圖五. 微鏡面的動態特性; (a) 驅動電壓訊號

為 low時所得的上升時間(rise time)為 3 ms (b) 

當驅動電壓訊號為 high(22.5 V)時所得的下

降時間(fall time)為 4.43 ms。  

 

 
圖六. 經過約 50分鐘之濕蝕刻製程後結構的

SEM圖。 

 

 

 
圖七. 利用 WYKO 光學干涉儀量測所得經

過蝕刻製程後微鏡面之表面粗度(RMS)以其

他相關的表面特性資訊 (a).x 方向.(b).y 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