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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靜電放電一直是影響晶片產品良率、製造成本、產品質量、產品可
靠度的重要問題。經過數十年來的大量努力，國內外產學界在靜電
放電防護設計領域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當然，近幾年推出的物
聯網晶片也須搭配靜電放電防護電路。然而，隨著積體電路製程的
演進，晶片的靜電放電耐受度將會越來越低；另一方面，使用者對
於產品性能和可靠度的要求反而越來越高。因此，必須開發創新之
靜電放電防護技術，以增加積體電路對靜電放電的承受能力。
在一些物聯網終端裝置中，使用者會持續近距離甚至貼身使用，因
而產生靜電轟擊問題。如果沒有適當的保護，這些裝置有可能被靜
電放電損壞，與它們連接的設備也會失效，進而威脅整個系統的可
靠性。物聯網終端裝置所使用的晶片，包含微控制器、感測器、電
源管理、內嵌式記憶體、無線通訊等區塊，由於各個區塊具有獨特
的信號條件，因此，本計畫將針對物聯網晶片需要提升靜電放電耐
受能力之處，提出各式的靜電放電解決方案。

中文關鍵詞： 靜電放電、靜電放電防護、物聯網晶片

英 文 摘 要 ：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is always the major
reliability threat in IC chips. Once the ICs are damaged by
ESD, they cannot be recovered and the functionality will be
lost. Therefore, several ESD protection designs have
developed for the IC chips.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must be equipped on the chips, including the IC chips for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pplications.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 for IoT applications must be
developed.
In some IoT terminal devices, the user will use it at close
range or even close to the human body, thus creating ESD
problem. Designing protection circuits is needed for the
IoT ICs to be robust for ESD. Each function block in IoT
chip may need specific ESD protection circuit. Therefore,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s for IoT chips will be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英文關鍵詞：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SD protection, IoT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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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靜電放電一直是影響晶片產品良率、製造

成本、產品質量、產品可靠度的重要問題。經

過數十年來的大量努力，國內外產學界在靜電

放電防護設計領域提出了很多的解决方案；當

然，近幾年推出的物聯網晶片也須搭配靜電放

電防護電路。然而，隨著積體電路製程的演

進，晶片的靜電放電耐受度將會越來越低；另

一方面，使用者對於產品性能和可靠度的要求

反而越來越高。因此，必須開發創新之靜電放

電防護技術，以增加積體電路對靜電放電的承

受能力。 
在一些物聯網終端裝置中，使用者會持續

近距離甚至貼身使用，因而產生靜電轟擊問

題。如果沒有適當的保護，這些裝置有可能被

靜電放電損壞，與它們連接的設備也會失效，

進而威脅整個系統的可靠性。物聯網終端裝置

所使用的晶片，包含微控制器、感測器、電源

管理、內嵌式記憶體、無線通訊等區塊，由於

各個區塊具有獨特的信號條件，因此，本計畫

將針對物聯網晶片需要提升靜電放電耐受能

力之處，提出各式的靜電放電解決方案。 

關鍵詞：靜電放電、靜電放電防護、物聯網晶

片。 
 

Abstract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is always the 
major reliability threat in IC chips. Once the ICs 
are damaged by ESD, they cannot be recovered 
and the functionality will be lost. Therefore, 
several ESD protection designs have developed 
for the IC chips.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must be equipped on the chips, including the IC 
chips for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pplications.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 for IoT 
applications must be developed. 

In some IoT terminal devices, the user will 
use it at close range or even close to the human 

body, thus creating ESD problem. Designing 
protection circuits is needed for the IoT ICs to be 
robust for ESD. Each function block in IoT chip 
may need specific ESD protection circuit. 
Therefore,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s 
for IoT chips will be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Keywords: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SD 
protection, IoT chip. 

 
一、前言 

在物聯網 (IoT) 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越來

越多聯網裝置進入日常生活中。這種發展趨勢

造就了龐大的市場商機，其中，物聯網晶片將

是未來幾年相當重要的關鍵技術，國內外各大

晶片廠商都將其列為公司未來幾年內的重點

研發項目、投入巨資發展相關技術，近期亦推

出物聯網晶片產品。由於物聯網晶片將大量使

用先進的 CMOS、甚至 FinFET 製程技術，而

隨著製程技術的演進，電晶體尺寸逐漸縮小，

讓電晶體的崩潰電壓大幅降低，造成晶片容易

遭受靜電放電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擊穿損毀，在這樣不利的條件下，晶片之靜電

放電防護設計將會越來越困難。另一方面，客

戶對於靜電放電耐受度的要求卻不曾降低。因

此，這些物聯網晶片皆須通過「元件層級」之

靜電放電測試，在半導體領域來說也就是所謂

的「晶片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才得以量產。 
物聯網晶片包含無線通訊、電源管理、感

測器、處理器、記憶體等區塊，由於各個區塊

具有獨特的信號條件，因此，靜電放電防護設

計的要求也不一樣，必須分別設計特定的靜電

放電防護電路，以適用於高速、高壓、高頻等

條件。 
 

二、研究目的 

一般而言，當積體電路晶片生產出來時，

必須先測試其「晶片層級 (chip-level)」之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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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耐受度；而當晶片安裝上電子系統後，這

些 電 子 產 品 也 要 測 試 其 「 系 統 層 級 
(system-level)」之靜電放電耐受度。這些測試

要求皆已標準化，已受到國際間各大公司的採

用，作為產品之靜電放電耐受度的依據。晶片

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主要有人體放電模式 
(human-body model, HBM) 和元件充電模式 
(charged-device model, CDM)。一般商用積體

電路至少須達到 500V HBM 和 125V CDM 之

靜電放電耐受度。 
晶片產品為了通過晶片層級之靜電放電測

試認證，在晶片中 (on-chip) 須加入靜電放電

防護電路，如此一來才能讓晶片產品具備一定

程度的靜電放電耐受度，足以在生產、封裝、

測試等過程中避免靜電放電的破壞。而當晶片

裝上電路板、組裝成電子系統後，整個系統產

品必須通過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認證。傳

統上，電路板上會加入離散式 (discrete) 的靜

電放電防護電路，如此才能讓整個電子系統具

備足夠高的靜電放電耐受度，以避免電子產品

在消費者日常使用時遭受靜電放電的破壞。然

而，在很多產品要求輕薄短小的目標下，減少

離散元件、將靜電放電防護電路整合到晶片

中，將是未來發展的一種趨勢。而原本使用來

檢驗電子系統的系統層級靜電放電測試，亦將

被拿來直接對積體電路晶片進行測試，以驗證

其系統層級靜電放電耐受度。積體電路晶片必

須大幅提高靜電放電能力，才有辦法通過系統

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 
另一方面，在近幾年熱門的物聯網應用

中，一些終端裝置極可能被使用於 “惡劣環

境”，例如穿戴裝置的外殼大部分是以塑料製

成，這些塑料在與衣服摩擦後會產生大量的靜

電，而這些靜電便可能透過一些感測、I/O 接

口流入裝置中，因而使晶片遭受靜電放電的破

壞，與它們連接的設備也會失效，進而威脅整

個系統的可靠度。所以，物聯網裝置的系統層

級之靜電放電耐受度要求會更高。因此，如何

在晶片中設計更有效率的靜電放電防護電

路，以達到足夠高的晶片層級與系統層級之靜

電放電耐受度，將是近幾年不可或缺的重要關

鍵技術。本計畫原預計以三年的時間，分別針

對物聯網晶片中的無線通訊、感測電路、電源

相關等電路設計全晶片式靜電放電防護電

路；目前第一年的成果包含無線通訊放大器之

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三、文獻探討 

在物聯網應用中，目前已有一些國內外所

發表的文獻提及物聯網晶片中之晶片層級靜

電放電防護設計，亦有一些文獻提及系統電路

板上之系統層級靜電放電防護設計，下文將簡

述這些靜電放電防護設計的發展情況： 
 

(1) 物聯網晶片之晶片層級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文獻 [1] 討論到物聯網晶片若是使用異質

整合技術的非傳統晶片，他們提出了一種奈米

交錯型陣列 (nano crossbar array) 的靜電放電

防護元件，如圖 1 所示。這種靜電放電防護元

件將應用於 I/O、VDD 與 VSS 之間，以提供這

些腳位之間的靜電放電路徑。然而這種元件可

以提供的靜電放電能力十分有限(根據文獻提

供的數據，僅有 0.2 安培的靜電放電能力)，因

此，在現階段這種元件仍難以應用在電路系統

上。 
 

 
圖 1. 異質整合技術中奈米交錯型陣列之靜電

放電防護元件 [1]。 
 
文獻 [2] 和 [3] 探討應用於物聯網無線

通訊之收發機前端接收與發射的放大電路。在

文獻 [2] 中，使用一種電阻觸發 N 型金氧半

電晶體作為靜電放電防護元件，以用於防護

60GHz 低雜訊放大器，如圖 2 所示。此靜電放

電防護元件擺放於高頻訊號的 I/O 與 VSS 之

間，因此其寄生電容必須足夠低、並提供足夠

高的靜電放電能力 (此文獻電路的寄生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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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0fF、HBM 耐受度達到 1kV)。然而這種元

件若要提供足夠高的系統層級靜電放電能

力，則其元件尺寸勢必大幅增加，寄生電容也

會隨之大幅增加，造成的負載效應將難以應用

於高頻電路。 
 

 
(a) 

 
(b) 

圖 2. (a) 使用 N 型金氧半電晶體之防護電路，

(b) 應用於 60GHz 低雜訊放大器 [2]。 
 
文獻 [3] 在 BiCMOS 製程中，提出主動型

BJT 箝制電路 (active BJT clamp) 作為電源線 
(VCC和 VSS) 之間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如圖

3所示。此電路的主要靜電放電源元件為power 
stage 中的 Q3 和 Q4 兩顆 NPN BJTs，並在搭

配前方的一些控制電路以有效地控制靜電放

電路徑的開啟與關閉。根據文獻的說明，此靜

電放電防護電路已應用於一 5GHz 功率放大

器，並提供 2.5kV HBM 耐受度。然而元件的

疊接其實不利於靜電放電，尤其在較大能量的

系統層級靜電放電時，仍需要更有效率的靜電

放電防護設計。 
 

 
圖 3. 主動型 BJT 箝制電路 [3]。 

 
本研究群也曾提出一種使用於物聯網晶片

電源線間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其中使用矽控

整流器 (SCR) 作為主要放電元件，並嵌入

PMOS 和假性閘極 (dummy gate) 以及一些控

制電路，稱為 P-SCR，如圖 4 所示 [4]。這個

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可以提供>8kV 的 HBM 耐

受度，且其漏電只有 3.1nA。若將其尺寸適度

加大，將有機會應用於電源線間作為系統層級

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圖 4. 電源線間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4]。 

 
(2) 物聯網裝置之系統層級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在一些物聯網應用的無線傳輸或衛星定位

系統 (GPS) 的天線端，靜電可能透過此路徑

進入到設備中，造成收發器的電子元件損壞。

由於收發器的高頻訊號對電容值非常敏感，所

以靜電放電防護元件的電容值必須非常低 
(~0.2pF)，目前已有一些極低電容之瞬態電壓

抑制 (transient-voltage suppressor, TVS) 元件

在市面上販售。以設計的角度來看，為了達到

較佳的靜電放電防護能力，TVS 的尺寸必須設

計夠大，但此舉同時會增大寄生電容。為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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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降低寄生電容的目的，控向二極體 (steering 
diode) 架構為常用的設計方式，如圖 5 所示

[5]。此架構包括連接訊號端與電源線/接地線

的兩個二極體 D1 及 D2，以及連接於電源間的

Power-Rail ESD Clamped Device。當訊號端遭

受正的靜電放電衝擊時，靜電放電電流可經由

二極體 D1 順向導通到電源線，再經由電源間

的 Power-Rail ESD Clamped Device 導通至接

地線。當訊號端遭受負的靜電放電衝擊時，靜

電放電電流可經由二極體 D2 順向導通至接地

線。因為二極體在順向導通狀態下可以承受較

高的靜電放電電流，所以二極體 D1 及 D2 的

設計尺寸不需要太大，所以寄生電容小；而電

源間 Power-Rail ESD Clamped Device 的設計

尺寸可以夠大以承受較大的靜電放電電流，卻

不影響訊號端的寄生電容。以此架構設計的

TVS 可以同時達到低寄生電容及高靜電放電

防護能力。 
 

TVSPower-Rail ESD
Clamped Device

 
圖 5. 使用離散式瞬態電壓抑制元件之系統層

級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5]。 
 
在一些物聯網應用的感測器中，例如觸控

面板，時常被手指碰觸，因此極易受 ESD 干

擾。因此在設計電路板時，可把離散式矽基靜

電放電防護元件 (SESD) 添加在軟板導線出

現的連接器位置、面板遮罩層與接地線之間、

以及電源線和地之間。另外在一些面板控制晶

片的連接埠上也須加入靜電放電防護元件，如

圖 6 所示 [6]。 
然而，目前在物聯網相關文獻或是產品介

紹中，仍未有積體電路式的系統層級靜電放電

防護設計。若使用全晶片式靜電放電防護電

路，可減少離散元件的使用、將靜電放電防護

電路整合到晶片中，以達成裝置微小化的目

標。 

 
圖 6. 觸控面板控制晶片之系統層級靜電放電

防護設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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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and Reliability Conference, 2016.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與工作項目包含： 
 

(1) 分析適用於物聯網晶片中無線通訊收發

機前端電路之晶片層級與系統層級靜電

放電防護元件的特性，包含高頻特性與防

護能力。 
(2) 設計晶片層級與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防

護電路，並繪製防護電路佈局。 
(3) 備置量測環境、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之下線

實作與晶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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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第一次下線電路的量測結果，提出改

善方案。 
(5) 改良晶片層級與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防

護電路，並繪製防護電路佈局。 
(6) 改良後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之下線實作

與晶片驗證。 
(7) 分析第二次下線電路的量測結果，若有必

要則再提出改善方案。 
 
而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已經整理且發表了國

際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以下章節將針對本

計畫之研究成果詳細闡述。 
 

五、研究成果 

本計畫第一年針對物聯網晶片中的無線通

訊電路，設計全晶片式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其

中，收發機前端電路需要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且必須特別考量其高頻特性；雖然靜電放電耐

受度可以透過加大元件尺寸來提升，但相對的

寄生電容也會加大，電路的信號衰減會非常嚴

重。因此，本計畫第一年以分散式的二極體來

提升靜電放電耐受度，並以電感加以匹配。 
本計畫提出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架構如圖

7 所示，當應用於高頻時，高頻訊號會通過防

護電路進入內部電路，為了避免防護元件的寄

生電容所造成的損耗，本設計提出的矽控整流

器輔以電感，如圖 8 所示，可應用於寬頻電

路，等效電路圖如圖 9 所示。 
 

 
圖 7. 靜電放電防護電路架構。 

 

 
圖 8. 本計畫所提出之矽控整流器。 

 

 
圖 9. 等效電路圖。 

 
本設計的架構ㄧ示意圖如圖 10 所示，此架

構在靠近 I/O Pad 與內部電路以兩級矽控整流

器作為放電路徑，兩級間以電感連接來共振由

元件產生的寄生電容，弟二級矽控整流器尺寸

為 15μm，第一級尺寸分別為 10μm、20μm、

30μm、40μm、50μm，藉由第一級尺寸比例增

加來觀察耐受度變化與訊號衰減情形。 
本設計的架構二至架構四之示意圖如圖

11~圖 13 所示，架構二中所使用的逆偏二極體

位於第一級，架構三中的逆偏二極體則是位於

第二級，架構四將匹配電感移除，矽控整流器

與逆偏二極體尺寸皆為 20μm，藉由三個架構

比較三種不同的阻抗匹配方式，對靜電放電耐

受度的影響與訊號衰減情況。 
 

 
圖 10. 架構ㄧ測試電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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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架構二測試電路。 

 

 
圖 12. 架構三測試電路。 

 

 
圖 13. 架構四測試電路。 

 
當 正 電 靜 電 由 I/O 對 Vss 放 電

(Positive-to-Vss, PS mode) 時，靜電電流會先

導通二極體串，進一步觸發矽控整流器，產生

到 Vss 的電流路徑；當正電靜電由 I/O 對 VDD

放電 (Positive-to-VDD) 時，透過矽控整流器內

部寄生的二極體流至 VDD；當負電靜電由 I/O
對 Vss 放電 (Negative-to-Vss) 時，靜電電流由

逆偏二極體流至 I/O。 
本 設 計 需 經 由 傳 輸 線 脈 衝 系 統 

(Transmission-line-pulsing System, TLP) 來量

測元件特性。圖 14 為架構一在 PS mode 下的

TLP I-V 曲線，第一級矽控整流器尺寸分別為

10μm、20μm、30μm、40μm、50μm (藍色、綠

色、黃色、紅色、紫色)，從圖中可以明顯地

看出元件的二次崩潰電流 (It2) 隨著尺寸變

大而增加，除了第一級為 20μm 的元件 (綠色) 
之外，推測應是矽控整流器與電感連接處損壞

所造成，使得該元件耐受度最低。 
 

 
圖 14. 架構一 PS mode 之 TLP I-V 曲線。 

 
圖 15為架構一在NS mode 下的 TLP I-V 曲

線，第一級逆偏二極體尺寸分別為 10μm、

20μm、30μm、40μm、50μm (藍色、綠色、黃

色、紅色、紫色)，從圖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元

件的二次崩潰電流 (It2) 隨著尺寸變大而成

比例增加，由於 NS mode 下電流會流經逆偏二

極體，當二極體尺寸上升時，二次崩潰電流也

成比例提升，耐受度上升。 
 

 
圖 15. 架構一 NS mode 之 TLP I-V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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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架構二、架構三及架構四的 TLP 曲線做

比較。PS mode 下的 TLP 曲線如圖 16 所示，

由量測結果得知，架構三 (綠色) 的導通電阻 
(Ron) 略小，但 It2 也較小。推測架構二有損

壞，導致異常低的耐受度。NS mode 情況下，

如圖 17 所示，架構三導通電阻最大，各個架

構下的二次崩潰電流差異不大。 
 

 
圖 16. 各架構 PS mode 之 TLP I-V 曲線。 

 

 
圖 17. 各架構 NS mode 之 TLP I-V 曲線。 

 
圖 18 為架構一的輸入損耗 (S11) 量測結

果；圖 19 為架構一的反射係數 (S21)，隨著尺

寸變大，寄生電容越大，輸入損變大，反射係

數也增加，第一級尺寸較大的元件，具有較高

的靜電放電耐受度，但可應用頻寬較窄。 
圖 20 與圖 21 為各架構的 S 參數比較，從

量測結果可以看出，具匹配電感的架構二 (紅
色) 具有較小的輸入損耗與反射係數，展現出

良好的寬頻性能，架構三 (藍色) 顯示出較差

的射頻參數，推測是因為電感的實際感值與設

計值有誤差，未能成功與由元件產生的寄生電

容共振，與無電感匹配的架構四 (桃色) 相
比，在良好的組抗匹配情況下，可以有較好的

寬頻特性。 
 

 
圖 18. 架構一之輸入損耗 (S21)。 

 

 
圖 19. 架構一之反射係數 (S11)。 

 

 
圖 20. 各架構之輸入損耗 (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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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各架構之反射係數 (S11)。 

 
從表 1 可以看出，PS mode 下，應用於本

設計之矽控整流器透過二極體串來觸發，因此

觸發電壓 (Trigger voltage) 維持在 2V 以下，

維持電壓 (Holding voltage) 約 1V，可以在遭

受靜電放電時，快速導通以排放靜電電流，且

隨著尺寸加大，耐受度也提升，矽控整流器越

大，It2 有逐漸飽和的趨勢。 
 
表 1. 各架構 PS mode 之測試數據。 

 
 
表 2. 各架構 NS mode 之測試數據。 

 
 
從表 2 可以看出，NS mode 下，位於 I/O

與 Vss 間的逆偏二極體可於 0.63V 時導通排放

靜電電流，導通電阻 (Ron) 介在 2~3間，耐

受度也隨尺寸成比例上升，各架構的 It2 差異

小，可以顯示出耐受度主要是受尺寸影響，與

匹配電感無關。 
根據圖 18~圖 21 各架構的 S 參數比較，尺

寸較小的防護元件具有較低的耐受度，本設計

可應用於不同頻寬電路之靜電放電防護。 
 

六、結論 

本計畫所研發之成果，已產出物聯網無線

通訊晶片所須之高頻電路靜電放電防護設

計。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已發表 3 篇期刊論文，

並有 1項中華民國發明專利及 1 項美國發明專

利獲證；參與本計畫執行的工作人員能培養實

用的靜電放電防護技術能力，以提升人才競爭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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