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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和芯片级光测试 

使用 IL/PDL 测试系统解决偏振对准问题 

用于光集成电路的半导体技术 

在批量生产光通信器件时，采用光集成电路 (PIC) 和硅光技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

并能制造更小尺寸的器件。随着数据中心的需求飞速增长，更进一步推动了此类光通信

器件的发展。这些技术还通过电路和光路的高度集成为实现新功能提供了新的途径。 

与半导体电子行业一样，在早期阶段进行适当的测试和测量（例如晶圆级测试）非常重

要，这样可以避免加工和封装了不合格的器件之后却发现它们无法通过最终测试而浪费

极大的成本，也有助于对晶圆生产工艺进行控制和诊断。这个过程通常会实施参数测试

来表征材料和结构质量，包括采用电子仪器测量薄层电阻和电容，以及采用光学仪器测

量衰减和响应度。光测试通常还包括波长相关性以及光偏振与波导结构的对准。对于光

探测器和调制器等转发器件，表征器件的带宽时还必须考虑射频频率相关性。 

偏振对准的挑战 

在晶圆级测试中增加光测量需要使用光探头把光耦合到晶圆上或从晶圆耦合出来。仪器

通常通过光纤电缆连接。标准单模光纤 (SMF) 的标称纤芯直径为 9 µm，这个直径明显

大于半导体晶圆上的典型波导尺寸，在这样的一个直径下，较高的折射率会导致波长缩

短，加大强度曲线的限制。此外，波导的横截面通常是矩形，而纤芯则是圆形。因此，

我们需要一种自适应结构在探头光纤和晶圆波导之间提供匹配的耦合。 例如，利用耦合

光栅结构匹配光束轮廓并通过折射改变光的方向，这样可以实现晶圆表面与平行于晶圆

表面的波导之间的耦合。晶圆切割之后，可以使用锥形波导将边缘耦合到芯片中。在封

装阶段，可以将芯片连接到中介层，中介层通常是无源平面结构，提供与较小芯片的可

访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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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些情况下，由于波导特别是耦合光栅的特性，耦合效率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偏振是否对准。

这就要求必须确保光束与波导进行正确的轴对准，或着测量器件参数与偏振的相关性。对于具有矩形横截

面的典型平面波导，与轴关联的偏振模式通常称为横向电场  (TE) 和横向磁场 (TM)。在横向电场中， 

光波电场沿着较宽维度分布，通常与晶圆表面平行；而在横向磁场 (TM) 中，磁场与这个宽维度平行。 

两种偏振模式为正交关系。 

 

使用保偏光纤 (PMF) 可以确保对准，这种光纤具有定义光轴的结构，因此当输入光与任一轴精确对准时，

输出光也将与该轴对准。如果激光源提供 PMF 中对准的输出并且可以确保探头光纤轴与晶圆轴对准，那么

可以使用此功能。这个方法可能比较有效，但灵活性会受到限制。这样的探头只能用于具有该偏振态的测

量，而不能用于确定偏振相关性。此外，任何中间仪器或元器件，例如光衰减器、开关或耦合器，都必须

是保偏器件。与 PMF 的每个连接也会因为没有对准而受到影响，使得模式之间的串扰增加，测量准确性随

之下降。 

另一种方法是在探头前使用 SMF 探头和偏振控制器。通过调整偏振控制器，可以优化电气或光学被测器件

(DUT) 的输出信号。如此一来，当激光源稳定时，就可以对准被测器件的偏振。遗憾的是，偏振控制器和 

SMF 探头输出端的偏振通常会随光的波长发生变化。如果需要在较大的波长范围内确定器件参数（如衰减

或响应度），那么通常需要在所需范围内的多个波长处重复执行优化。如果在对被测器件输出进行采样的

同时只扫描可调谐激光源的波长，那么就无法对特定轴进行精确的测量。典型结果显示，在用于对准的波

长处信号最好，随着波长逐渐远离这个点，信号的性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例如图 2（蓝色曲线）中显示的

偏振滤光片的测量结果。变差的程度取决于波长相关性以及偏振控制器、光纤和光路径上其他仪器的双折

射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将扫描分成更短的且经过单独优化的分段，但这会极大地延长测试时间。 

 

图 1：将光探头的光束通过表面光栅耦合到晶圆波导结构中。箭头指示 TE 偏振的电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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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扫描测量与矩阵分析 

由 N7700A IL/PDL 软件引擎控制的可调谐激光源系统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方法，尤其有助于获取波长相关性

数据。这种方法只需一次波长扫描便可测量整体偏振相关性。根据其测量结果可以得到所有可能偏振态的

平均响应（插入损耗或响应度）、偏振相关性以及对首选偏振态的响应，而无需首先优化偏振，尤其是无

需保持偏振优化与波长的关系。结果用图 2 中的红色曲线显示。 

 

测量本身使用快速切换的 N7786B 偏振合成器重复执行一组共 6 种偏振态 (SOP)，同时激光源以固定的扫

描速度连续扫描波长。这一设置可以在仅仅 300 µs 内测量每个 6-SOP 序列的输出信号。这使得测量对振

动和漂移非常不敏感，而如果 SOP 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例如每个 SOP 进行单独波长扫描之间的时

间），它们之间的相对方向会因为振动和漂移发生扭曲。 

 

图 2：偏振片的插入损耗测量结果；蓝色：使用偏振控制器在 1550 nm 处对准偏振， 

红色：使用矩阵测量计算对准的偏振处的 IL。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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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在 1550 nm 处经过优化的 IL 扫描结果 

通过 PDL 测得的 TE 偏振的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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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描之后，测得的波长、SOP 和输出信号电平均由相应的仪器实时记录并上传，用于确定计算经过被测

器件的信号功率的偏振相关性所需的 Mueller 矩阵元素。 除了对偏振平均 IL 和 PDL 进行常规分析之外，该

软件还提供与被测器件光轴相对应的 IL 光谱，并将它们作为 TE 和 TM 配对呈现。该软件没有通过测量获

得足够的信息来确定将哪些光谱分别分配给 TE 和 TM，因此这一标记具有任意性，但通常可以在了解预期

被测器件特性的情况下正确进行分配。在某些情况下，TE 和 TM 光谱可能会交叉，因此这种方法与使用最

大和最小响应的光谱进行的分析并不相同。TE/TM 分析确实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测量的偏振相关性主

要是由被测器件光轴之间的差异所导致。 

 

使用这种方法的话，可以在探头就位后立即进行波长相关的测量，而无需首先对准偏振，也无需解决偏振

随波长的漂移问题。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测量质量。图 4 所示为另一个通过测量直接获得的 TE/TM 

结果示例，其中被测器件上的 TE 和 TM 光谱出现（多次！）交叉。 

 

 

图 3：使用 N7700A IL/PDL 软件进行单次扫描矩阵测量的基本仪器。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n7700 

1 个或多个可调谐激光源 

（例如 81606A） 

偏振合成器 

(N7786B) 

光功率计 

（例如 N7744A） 

光探头 

http://www.keysight.com/find/n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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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模式 

前文提到的条件“探头就位后”指的是偏振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提供一个光输入信号并将 SOP 与

被测器件对准，以便进行其他操作，例如定位探头、调整被测器件的设置以及测量被测器件对其他变量

（如调制频率、温度或所施加的电压）的依赖性。N7700A IL/PDL 引擎的“静态模式”功能支持这些操作。 

“静态模式”提供的功能包括 IL/PDL 引擎服务器，设置偏振合成器以及输出具有选定激光波长和功率的选

定 SOP。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客户端 GUI 或自动化程序来完成。有了这些设置，就可以使用光功率计或其他

仪器来执行所需的操作。操作完成后，可以再次使用 IL/PDL 软件更改到其他静态设置或进行扫频波长光谱

测量。 

 

 

 

图 5：IL/PDL 引擎客户端的“静态模式”选项卡。 

 

图 4：光集成电路在 TE 和 TM 偏振模式下的插入损耗光谱，通过单次扫描矩阵测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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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选择。斯托克斯矢量值可以直接在 N7786B 上设置，该仪器通过内置的偏振计

对输出信号进行采样。如果已经知道了所需的 SOP，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轻松进行复制，并且还可以选择

相应的正交 SOP。内部等效波片设置也同样可以用于复制设置。 

但是，由于从 N7786B 到探头的 SMF 输入和输出 SOP 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而是会随温度、光纤运动、

波长和其他因素发生变化，因此开始的时候并不清楚入射到探头前端或被测器件上的 SOP。静态模式因而

也可以基于之前扫频波长 IL/PDL 测量的矩阵分析结果来判断并设置 SOP，既可以直接在测量之后进行操

作，又可以根据保存的测量文件来进行判断和设置。这一功能非常强大，因为它使用单次扫描矩阵结果来

判断是否正确设置了 N7786B，以确保该设置可在被测器件提供预期的 SOP。 

示范用例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1. 对探头进行初始定位，使其足以将光耦合到被测器件中并接收输出信号。 

2. 这样，就可以在选定的波长范围内进行单次扫描 IL/PDL 测量。 

3. 根据测量结果，可以选择信号传输相当高的波长（例如通带）。在“静态模式”选项卡上，可以输

入该波长，并选择“上一次测量（最大值/最小值）”模式设置，以便将偏振设置用于所选检测器

端口在该波长下的最大（或最小）信号电平。按下“设置静态”，然后将激光源和偏振控制器调整

为这样的设置。 

4. 只需在要求的波导轴中使用信号偏振，即可进一步优化探头位置。 

5. 结束之后，可以在连接经过了优化的扫频测量模式下再次使用 IL/PDL 引擎。 

如果仍处于静态模式，N7786B 的稳定器功能会继续调节输出 SOP，因此，一旦 N7786B 的 SOP 输入发

生变化，它可以保持不变。该功能使用较小幅度的 SOP 调制来提供反馈。如果这样做对操作形成了干扰，

那么可以将其停止，让 N7786B 保持当前的波片设置。在运行扫频测量之前，不需要先按“停止稳定器”。 

在某些情况下，静态模式操作所需的波长可能不是识别被测器件偏振轴的最佳波长。可以考虑使用一个波

长滤波器，滤波器通带的中心波长能在 TE 和 TM 模式之间偏移。这可能会导致 TE 和 TM 光谱在通带中心

附近交叉，在此处应当执行静态操作，如图 6 所示。在这个交叉点上，不能通过最大或最小电平来定义 

SOP。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上一次测量 (PDLPSP)”的模式设置。然后，它会使用与扫频测量的 

TE/TM 来分析相对应的 SOP，这些 SOP 会在最明显的波长上确认对应的轴。可以选择两个轴当中的一个

作为 PSP1 或 PSP2，这个缩写表示 PDL 分析得出的主要偏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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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择模式设置以便使用保存的测量文件，而不是使用最后一次测量的结果。如果晶圆上的一个器件

有明确的轴分配，而其他器件却不是那么明确，那么上述方式特别有用。如果要在关闭了 IL/PDL 引擎的多

个会话中执行测量，它也会很有帮助。当然，只有在 N7786B 上的 SOP 与被测器件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时，

这个设置才会起作用。 

SOP 稳定器 

如上所述，静态模式通过 N7786B 开始对 SOP 进行主动稳定（除非模式设置为使用固定波片值）。这样做

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可以根据之前的矩阵分析结果将 N7786B 的输入切换到另一个光信号源，然后可以将

该信号源的偏振与被测器件的轴对准。 

与晶圆上参数测试相关的示例如图 7 所示。光开关用于选择可调谐激光源或 N4373E 光波元器件分析仪

(LCA) 作为 N7786B 的光信号源。LCA 用于测量器件响应度的射频频率依赖性，尤其是用于光电和电光应

答器。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的话，调制后的光信号会应用到被测器件上。 

 

 

图 6：测量曲线说明了使用 PDLPSP 设置来确定 SOP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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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示的布局，可以通过扫频波长测量方法来测量这类器件的波长相关 CW 响应度，还可以用来

解析 TE 和 TM 偏振光谱。在这种情况下，电源/测量单元可以代替光功率计来测量光电流输出。然

后，可以使用静态模式将 N7786B 输出 SOP 对准，用于 LCA 发射机要使用的波长，这样当 

N7786B 的输入切换到 LCA 时，调制过的光信号 SOP 会转换为相同的 SOP。与其他静态模式的

情况一样，这取决于偏振控制器和晶圆之间光路径的稳定性。LCA 软件还可以消除光路径附加元件

和射频探头中的衰减和延迟。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指南  4989-7808CHCN 和  

4989-9136CHCN。www.keysight.com/find/lca 

其他文献 

有关 N7700A IL/PDL 软件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 www.keysight.com/find/n7700 上的文档。 

 

 

图 7：使用矩阵测量来设置和稳定偏振的配置示例，该配置也适用于对 LCA 的调制光信号 

进行测量。 

光波元器件分析仪 

（例如 N4373E） 

1 个或多个可调谐激光源 

（例如 81606A） 

光开关 

（例如 81595B） 

偏振合成器 

（N7786B） 

偏置  

T 型接头 

源表模块 

（例如 B2911A） 

光探头 射频探头 

http://www.keysight.com/find/lca
http://www.keysight.com/find/n7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