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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朋友了解“信息新方法论”的成长历程，除了可参考«沧海一丁~伟国传奇»励志小说外，故事

情节只是当年随意道来予执笔者写成趣味文稿。特别是 197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固体电子实

验室 3 数年间的生活，前大半年我是电子系的一位全职半导体实验室技术员，后三年则是一位兼

职副研究员身份，每周有 2 天可在大学协助工作、学习、研究，浸迷大学图书馆书堆中寻找自己

的乐趣，对半导体技术的思考中无意地跨上方法论大殿的入门。 

1988年曾成功转移自己开发的半导体生产控制技术到北京某厂，1989年 3月 3日中央电视台在

黄昏新闻联播中以不少篇幅报导其技术成果，鉴定是突破了全国的半导体生产控制模式。若不是

5,6月的北京风波政治事件的影响，本人可能是中国半导体技术中的一位人物。 

本文除了介绍对非生命体的寿命探索外，还有对少数派 minority 在信息方法论位置的新思考。 

有关半导体三极管的 β 控制技术问题可参阅方法论网页学术论文中的第 4 类--半导体论文。 

 

物理自然亦要重视非生命体的寿命及少数派问题 

70 年代无意地跨入信息方法论的第一步 

杨伟国 

 

信息方法论概念的形成可以推源到 1967-1974 年期间的半导体工艺探索。特别是 70-74 年间在香

港中文大学工作、学习、研究的特殊经历，可以从大量的文献中检验先前得到的一些半导体生产

技术新认识；少数派 minority 在方法论位置的新思考；更确定在物理世界中的非生命体的寿命问

题，是突破了传统的一些科学旧认识。这一认识为信息方法论建构做了前期准备工作。1990 年在

中学毕业 30 年的趣味文字《改字满江红》写下自勉的励志密语: “若有成，重整旧书籍，宏观说”。

趁此公开予学术界朋友了解分析。 

 

关键词: 信息新方法论 物理自然 非生命体的寿命 工艺控制理论 小数派贡献 

 

半导体技术自从上一世纪 40 年代出现以来，为世界的科学技术贡献良多。由最早的锗半导体急速

地向硅半导体的方向转移。因为硅在氧化后，可以生成一种极良好的电性絶缘体二氧化硅 SiO2－

锗半导体并不具备这种氧化锗的物理好特性，锗半导体被历史淘汰了。薄薄的 SiO2 更是半导体平

面工艺的关键物，集成电路 IC、硅感光器件、磁感器件等各式半导体新器件，就是在这薄薄的氧

化层上极出色的电子表演。硅物料已跨进了人类生活中的任何区间、时刻、邻里。美国硅谷 Silicon 

Valley 就是当年全世界硅半导体生产最为集中的生产基地。 

 

1. 半导体中的小数载流子(minority carrier)有极重要的贡献 

硅半导体生产车间是一个高度清洁的无尘环境下，生产工艺的开始：首先是把已经切成薄片的

99.9999%高纯度硅片在千度高温下氧气中加热，外表可生成一层极为均匀、密致的氧化层 SiO2，

采用一般电子线路版制作的刻蚀技术: 在硅片氧化层 SiO2 上均匀涂上一层感光剂，再在紫外光照

射下，把感光剂聚合显影，可以保留图版的各种图样。把覆盖具有图样的硅片放入氢氟酸液中腐

蚀，氢氟酸液可以把氧化层 SiO2 蚀出图样，我们称为窗洞，这是硅半导体工艺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称为黑房光刻步骤，黑房并非是不见五指的摄影黑房，它有明亮的钠黄灯照明。 

有了各种图样窗洞的硅片放入高温扩散炉中去，通过加入不同的掺杂原子：磷 P 或者硼 B，使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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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半导体硅改变它的电极性。掺 V 价原子磷 P 的半导体呈现负电(N-Negative)特性；而掺 III 价

原子硼 B 的半导体呈现正电(P-Positive)特性。这就是炉房扩散核心工艺。这里容易令读者混乱的

是 P 型半导体是掺杂硼原子 B，N 型半导体是掺杂磷原子 P。 

 

下图择自 1989 年半导体技术鉴定会的论文材料(网页学术论文中的第 4 类--半导体论文)： 

 

每一片硅片要反复地进入黑房、炉房工艺，每次入高温扩散炉，就可以形成一层新的 P 层或者 N

层。NPN 三极管、PNP 三极管就是如此的形成了。NPN 三极管的起始原料是 N 型材料，首先要

扩散硼 Base 基区(形成一个新的 P 型区域)，再在基区上开一个较细的 Emitter 发射区窗洞，在新

窗洞中扩散掺入更浓的磷 P 发射区(N 型)。PNP 三极管的起始原料是 P 型材料。 

 

半导体三极管的电特性只有在发射区形成后才可有效测度的，而且更要把发射区的高浓原子推进，

如何有效地减薄中间夹层基区的厚度，它更似一件三文治中间夹层馅料的厚度控制，是一个高难

度的发射区推进技术控制。NPN 三极管中更有一种 EDE 效应(emitter deep effect)，就是在发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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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的时候，高浓的磷原子 P 会把先前的硼基区再推进一些！PNP 三极管并不出现此 EDE 现象。

但是 P 型材料的氧化层极容易产生表面漏电现象，所以，高放大系数 β 的 PNP 硅管比 NPN 更难

生产的。当然，PNP 硅管价格更高，利润亦相对更优厚了。 

 

硅三极管的β生产控制是各厂家的主要大难题。生产厂家基本上不去理会市场用家的真正β要求，

扩散工艺完毕具有半导体三极管特性，β 值尽可能接近要求就算完成合约了。由用家以探针台配

合计算机测试打点，抽拣选出合格芯片，坏品点以磁墨水；后来墨水技术改进了，一些未达标芯

片(具有三极管特性，但 β 未符要求)则以颜色墨点上。 

 

1968 年是香港经济大衰退的一年，而厂家刚接到了“类锗管”大定单(沧海一丁故事 pp81-83)，这是

以硅 PNP 管替代日本不再供应的锗 PNP 管。正如故事中说：我是 100%相信一起工作的同事。那

时我已担任部门经理高职，具体生产任务管理是由产品主管(Product Supervisor)负责，他们是大学

毕业生，有的更是由外国回港的硕士。虽然我已经向他们传授了自己的经验与各项工艺的控制图

表，但是，如何去利用这些数据材料，我并不一一去考核检查他们的具体应用！！每一位产品主管

更有独自的技术思考，能够完成生产任务，就是工作成绩的考核。 

 

正如前面所说：生产 PNP 管是较难控制的，收音机厂商接受样本后立刻要求供货了。面对的困难

多多：一来表面现象使 PNP 容易产生 ICEO 漏电；二来 PNP 类锗管要求相当高的 β 放大系数；三

来要求更低的内阻值 Vcek，否则收音机不能以一节电芯 1.5V 工作；四来库存的 P/P
+外延片材料并

不完全适用类锗管的特殊要求，要适度调整工艺。定购的新材料再等 3 个月！！ 

 

PNP 类锗管试验通过，要转移到具体生产了。试验期间我与 PNP 产品主管(Product Supervisor )已

经在理论及操作上各有并不相同的解见，现在正式交生产处理，自然是由 PNP 产品主管负责。他

是外国回来的半导体专业硕士，对这 PNP 类锗管控制问题自然有他自己的技术主张! 

 

本人在当年(1968 年)已经担任技术高职，在技术上的新创建，包括有 4 大点：1. 在扩散炉的三区

炉温的调控上的建树；2. 对放大系数 β 的数学处理有新认识，能够达致较可控的水平；3. 认识到

慢降温对半导体表面态的重要贡献，可以控制其 PN 结的漏电下降到 pA 级 10
-12 安培；4. 已初步

建构了一个工艺评估机制，实际生产上已经融合了多间半导体厂家的生产经验。虽然如此，仍未

上升到一个方法论的高水平，特别是信息方法论层次。 

 

本人作为部门经理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生产任务。所以，我只承担扩散炉的三区炉温的调控。因

为每次石英炉管清洗更替、白金热电偶老化失控、扩散炉控温仪故障等等，都会更改了热电偶、

石英管的相互位置。这些情况下，我是一位非直接生产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就主动地承担扩散

炉调温任务，来回调整扩散炉温、反复测试，每炉管亦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 

 

2. 半导体小数载流子的寿命 Life time 直接影响了功效参数 

半导体与金属导体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半导体的电符携带者比导体复杂得多。在金属中靠自由电

子导电，而半导体导电性能靠两种不同电荷：正电荷载流子由 III 价原子构成的空穴(hole)载流子，

负电荷载流子由 V 价原子构成电子(electron) 载流子。在 N 区半导体中以电子(electron) 载流子为

主，空穴(hole) 载流子为副；但在 P 区半导体刚相反。PNP 三极管与 NPN 三极管中窄窄的基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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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导体三极管β的奥秘所在，不同的副载流子minority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未被哲学家所认识！！！

(内地半导体技术界多称为多子、少子，不称主载流子、副载流子) 

 

电子载流子(electron carrier)的迁移率为 1350cm
2
/v. sec，空穴载流子(hole carrier) 的迁移率为 480 

cm
2
/v. sec，相差 3 倍! 空穴载流子的寿命与其杂质浓度极有关系，它比电子载流子长数倍以上！

对于半导体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来说，要取得高速度的关键，就是其基区的副载流子寿命问题！因

为由发射极激发的大量主载流子，到达基区，主载流子变成为基区的副载流子！！开关速度决定于

基区的副载流子迁移率与它的消失时间---死亡时间！！半导体物理研究者发现贵金属原子在硅晶格

中可以起了宰杀副载流子(空穴)寿命 kill minority 的有效措施。金扩散是当年制造高速开关 NPN

管的主要有效手段！(因为当年的 PNP 管开关速度远比 NPN 管差) 

 

«沧海一丁~伟国传奇»励志小说执笔者曾记录本人谈及历来是少数派 minority！！！出生时适逢日本

攻占香港，劫后余生的苦命儿！小学时班中年纪最少的一批适龄学生，同班中亦有大十岁的大学

生！中文大学进修时间，同班的研究生只是 20 多岁取得学士学位的年青学子，自己未获港府承认

的学士资历、已经 30 多岁更有 2 个孩子! 是研究生班中的一个少数派 minority！！固然对 PNP 管

与 NPN 管基区中的副载流子 minority carrier 的贡献有极深刻的思考！！！ 

 

3. 半导体物理学者与市场需求者、器件生产者的认识存在着极严重的差异 

偶然的机会我可以到大学中工作，在工业生产中半导体三极管 β 的是否真的可控？这是我与 PNP

产品主管(Product Supervisor )争论的一个核心技术问题！当年自己在半导体扩散技术上的新观点：

1. 在扩散炉炉温的调控；2. 放大系数 β 的数学处理；3. 慢降温对半导体表面态的贡献；4. 半导

体工艺评估机制等等。应该可以在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相关理论评述的。 

 

72-74 年间在中文大学图书馆中，翻阅了大量的半导体生产技术与学术理论书籍。在半导体生产

技术书籍中描述的半导体关键功效参数的控制，不同的书籍均认为生产出来的半导体各种功效参

数的分布，都是一种非正态形式 anomaly 的分布形态。这一描述对于半导体生产的相关机构：扩

散炉厂家、生产半导体厂家、生产控制设备等等，会引导出极严重长远的后果。由此认为半导体

器件难以传统的生产控制理论----正态分布形式的工业管理，只能以半导体成品最终测试为检测手

段，中途的检测并未能论证最终的成品率！！ 

 

市场上对半导体器件规格的标示亦有清晰的要求，特别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 β：它是一个没

有物理量值的数字！就是输入电流与输出的比值！！是一种线性比值！！！ 

 

半导体关键功效参数的决定是由两种载流子的迁移率度和寿命。在学术上，物理学者清楚地知晓

它们的量值显示均与副载流子的迁移率度和寿命有关，故它们亦应与指数形式表达的!! 

本人亦透过三极管基区宽度的变化与扩散推进温度、时间的详尽分析，虽然两者是一种线性关系，

但是有效基区宽度与放大系数 β 的关系就是指数变化形式！以 log β变化与推进时间的关系应是

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完全可以如意地控制三极管的 β 要求！ 

 

所以，我对三极管放大系数 β 的大胆数学处理和应用，就是一个方法论的创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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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NPN 四层管需要有较坏的表面态才容易获得较合适的开关特性 

半导体理论学者与生产操控者对半导体器件生产过程中 β 问题有着完全不同层次的认识！这种情

况亦同样反映在 PNPN 四层管的生产控制问题上。 

 

PNPN 四层管可以看作一种 PNP 管与另一 NPN 内联的新型半导体器件，它不是应用于一般放大

的线性功能方面，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应用----开关线路！其中的 2N6027 与 2N6028 是三

端的 PUT 可编序单结管(programmable unijunction transistor)器件，3Nxx 是一种四端接线的 SCS 硅

可控开关(silicon control switch)器件。它们的制造方法与一般的 NPN 半导体器件一样。(有关本人

成功仿制 PNPN 四层管的故事可以参阅«沧海一丁~伟国传奇»励志小说 p.83) 

 

 

PNPN 四层管的生产程序虽然与一般的 NPN 半导体管一样，但是它的物理特性要求与 NPN 半导

体管就很不一样！它要求在某一电流情况下 βNPN x βPNP=1 时，四层管是具有导通的特性，虽然在

某种导通条件下，又要有一定的特定 Ip、Iv电流条件！！ 

 

如何让 PNPN 四层管具有合格的特定 Ip、Iv电流条件！这就需要设计者有全面的半导体物理认识

以及足够的半导体工艺手段！！(本人当年仿制此产品要研读大量半导体理论书籍)虽然芯片生产程

序与一般的 NPN 工艺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的表面态物理要求就很不一样了！良好的半导体表面

态----表面漏电降低到 pA 级左右，它就会在极低电流下就已导通！！无法让 PNPN 四层管在规格指

定的电流范围下才导通！！！ 

 

所以在 PNPN 四层管生产上虽然与 NPN 工艺程序一样，但是，我特意地对夜班 NPN 产品主管嘱

咐：四层管并不需要以慢降温 SC (slow cooling)去减少表面态物理现象！相反它更需要足够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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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漏电，才可以满足产品要求！！又因为 PNPN 四层管并不是紧急生产任务，故多安排在夜班做 β

推进工艺，流程纸上有没有 SC 字样并未引起其他主管的注意。 

 

这一故事情节在一丁小说第 92 页的故事，当我第三次回到半导体芯片部门工作，发现夜班旧人多

已更换了。虽然其间新主管有高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新主管竟把四层管完全当作普通 NPN

三极管看待，对有关 PNPN 四层管中的控制目标竟被更改为：βNPN + βPNP=2。当然难以有效生产

出来！市场部门极为不满，因为竟连过去重要的招牌新产品亦走样，不能供应！ 

 

5. 新方法论的草建让我更怀念一位华人半导体专家 

有关慢降温 SC (slow cooling)对半导体表面态的重要贡献，可以控制其 PN 结的漏电下降到 pA 级

10
-12 安培的技术内容，我在半导体技术鉴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亦只简单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其

中的物理内容，因为它关系到一位英年早逝的中华半导体俊才。 

 

半导体工艺者都知晓降温退火可以改善硅半导体的表面态问题，但是都是一些经验方法。通常最

流行的就是推进 β 后，在扩散炉中就关电源等它自然降温，待下降到一定温度才出炉。每一扩散

炉的自然降温都有不同的降温速度！它们的 Dt 乘积各有不同，难以计算重复实现！！关炉降温更

会使石英炉管的使用寿命大大下降，生产成本亦增加了！！！ 

 

慢降温工艺不是本人创建的工艺，它是 1967 年我与一位在美工作的华人学者 Paul Bao 在酒吧中，

闲谈无意获悉的一项技术(slow cooling)：X degree per X minute go down to 850
O
 is enough。Paul 是

香港某知名家族的幼子，他在美国硅谷某半导体厂做研究工作，其成效可以把 PN 结的漏电下降

到达接近理论值，这是高级 JFET 极关键的一项技术指标。很可惜，该厂不久一次气体大爆炸，

他亦在意外中逝去。 

 

我听到他的这一简单提示，翻阅了包括大学 4 年级 Chem440(Adv. Physical Chem.)的一本重要参考

书：Physical Chemistry of Metals，by Darken & Gunny。从金属晶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理论和工艺

技术操作相结合的基础上，再理清了 SC 对扩散深度的作用与及表面态的相互矛盾，慢降温 SC 关

键是在本征振动温度对固体晶体缺陷的补救等等，有所新发现。因为长时间的低温湿氧氧化而产

生大量的半导体表面态缺点，如何利用这一准确、重复、可控的慢降温技术，能够完全达到一个

β 与其他半导体功效参数都可随心所欲地控制的工艺操作技术。 

 

就是这一技术理论与操作，涉及多种半导体器件的重要技术要求。极低的 PN 结漏电不单可解决

待机耗电、亦节省大量待机能源、提高电讯的隐蔽能力，极低的 PN 结漏电 Dual-JFET 微分放大

器 Differential amplifier 亦可提高遥测、扫描的监控能力，慢降温 SC (slow cooling)技术是民品、

军事等等都可大有作为的一项半导体重要技术。 

 

自然理论探索、事物系统建模、工程实践操作，三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认识角度、设计手段、

具体实施的不同层次认识差异问题。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方法论认识问题。这是从中文大学回到

工厂去的一个新认识！！无意地踏入了信息方法论新领域的第一步！！！ 

 

 



7 
 

 

附：中文大学电子系固体电子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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