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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無線通訊晶片中之射頻收發機前端電路經常遭受靜電放電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的破壞，因此必須搭配靜電放電
防護電路，但靜電放電防護電路又不能影響射頻電路的正常操作。
本計畫將針對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中之高頻電路所面臨的元件層級
與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問題，提出以積體電路完成防護的解決方案
。本計畫將設計一種適用於高頻電路之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靜電放
電防護電路，並將高頻電路搭配靜電放電防護電路進行驗證。本計
畫將開發的創新無線通訊晶片之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防護技術，係增
進高頻通訊產品可靠度的重要技術。

中文關鍵詞： 無線通訊晶片、射頻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英 文 摘 要 ：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need to be added into ICs to protect the ESD-sensitive
transistors. Besides,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can not
degrade the radio-frequency performances. To enhance the
ESD robustnes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in both
component and system levels, this project will develop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s. An ESD protection circuit
for GHz applications will be designed, and the ESD
protection capabilities will be verified with the
transceiver circuits. The ESD protection design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will continuously be an
important task to enhance the product reliability.

英文關鍵詞：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tegrated circuit, radio-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S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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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無線通訊晶片中之射頻收發機前端電路經

常遭受靜電放電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的破壞，因此必須搭配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但

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又不能影響射頻電路的正

常操作。本計畫將針對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中

之高頻電路所面臨的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之

靜電放電問題，提出以積體電路完成防護的解

決方案。本計畫將設計一種適用於高頻電路之

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並將

高頻電路搭配靜電放電防護電路進行驗證。本

計畫將開發的創新無線通訊晶片之積體電路

靜電放電防護技術，係增進高頻通訊產品可靠

度的重要技術。 

關鍵詞：無線通訊晶片、射頻積體電路、靜電

放電、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Abstract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need to be added 
into ICs to protect the ESD-sensitive transistors. 
Besides,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can not 
degrade the radio-frequency performances. To 
enhance the ESD robustnes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in both component and 
system levels, this project will develop the novel 
ESD protection techniques. An ESD protection 
circuit for GHz applications will be designed, 
and the ESD protection capabilities will be 
verified with the transceiver circuits. The ESD 
protection design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Cs will continuously be an important task to 
enhance the product reliability. 

Keyword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tegrated 
circuit, radio-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SD protection. 

一、前言 

近年來由於無線通訊晶片技術的持續演

進，加上無線行動通訊市場的快速成長，應用

於個人電腦、網路、通訊、消費性電子等系統

的無線通訊晶片被廣泛地使用，無線通訊已經

成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再以未來無

線通訊晶片的另一應用-物聯網為例，所有的

物體都被聯結上網，在物聯網上都可以查出它

們的具體位置；通過物聯網可以用中心電腦對

機器、裝置、人員進行集中管理、控制，也可

以對家庭裝置、汽車進行遙控，以及搜尋位

置、防止物品被盜等，同時透過收集這些小事

的資料，最後可以聚整合大數據。要打造可讓

上億設備溝通、無縫連接的應用環境，無線通

訊晶片就是一大關鍵。另外，未來無論在機器

人無線通訊、內建無線通訊技術的新型醫療設

備、車用無線通訊、數位家庭的各種應用中，

無線通訊晶片的商機更是無限。因此，次世代

無線通訊晶片將是未來幾年相當重要的關鍵

技術，國內外各大通訊晶片大廠都將其列為公

司未來幾年內的重點研發項目，也都大量投入

人力與資源來加速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相關

技術的開發。 
由於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將大量使用先進

的 CMOS、甚至 FinFET 製程技術，來達到低

功耗或高速傳輸的電路特性。隨著製程技術的

推進，電晶體尺寸逐漸縮小，電路傳輸速度隨

電晶體尺寸縮小而大幅提升，然而也讓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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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操作頻率

的提高，製作靜電放電防護元件時更需要考量

具低電容與低損耗的設計。在這樣嚴刻的條件

下，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將會愈來愈困難。因此，靜電放電的問題將是

次世代無線通訊晶片設計的一大挑戰，所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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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通訊晶片產出後，除了功能性的測試之外，

還須驗證其靜電放電耐受度，以提升晶片產品

的可靠度，才能實際量產，而這也是學術界所

開發的無線通訊系統晶片技術能否實際應用

到產品中，與產業界接軌的最後一哩路。 
 

二、研究目的 

當積體電路晶片生產出來時，必須先測試

其元件層級 (component-level) 之靜電放電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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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國際上各大公司

更聯合發起一「ESD 等級目標產業委員會 
(Industry Council on ESD Target Levels)」，嚴

格要求積體電路產品之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

靜電放電耐受度。目前參與該委員會的成員包

含國內外各大半導體相關公司，國內的台積

電、聯電也是其中要員。 
元件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主要有人體放電

模式 (human-body model, HBM) [1] 和元件充

電模式 (charged-device model, CD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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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層級靜電放電

測 試 方 法 在 電 磁 共 容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法規之要求規範中有完

整的定義 [3]，在測試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耐

受度時，包括兩種方法：接觸放電 (contact 
discharge) 測試和空氣放電 (air discharge) 測
試。接觸放電測試方法是模擬金屬工具接觸到

電子產品時發生的靜電放電現象，空氣放電測

試方法是模擬人的手指接觸到電子產品時發

生的靜電放電現象。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 
(接觸放電) 的放電電流約是元件層級之靜電

放電電流的 6 倍，因此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測

試更易造成積體電路的損傷。目前市面上的電

子產品都需接受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的測

試，以國際標準規範的第 4 級標準來看，電子

產品必須能夠承受 8,000V 接觸放電和

16,000V 空氣放電的靜電放電轟擊 [3]。系統

層級靜電放電之測試結果須依照電子產品功

能受影響的程度做判定，目前將受影響的程度

分為四級，包含 A 級、B 級、C 級和 D 級。A

級是指電子產品的功能在測試前、測試中、和

測試後完全不受靜電放電所影響，皆可以正常

操作，並且沒有任何性能衰減。B 級是指產品

在測試過程中，功能會暫時受靜電放電所影

響，在放電瞬間會降低性能或是出現異常現

象，但是在靜電放電測試後可以自動恢復。C
級是指產品在測試過程中，功能會受靜電放電

所影響，且在靜電放電測試後無法自動恢復，

必須由使用者重開機或重置後才能恢復其功

能。D 級則是指產品在測試後，就算使用者重

開機或重置也無法恢復其功能。一般而言，商

用產品必須通過 A 級或 B 級的驗證才能被大

眾市場所接受，C 級產品則可能用於低價商品

中，工業用產品則一定要達到 A 級的水準。 
傳統上，晶片中須備有元件層級之靜電放

電防護元件，電路板上須備有系統層級之靜電

放電防護元件。隨著系統單晶片 (SoC) 技術

的發展，原本分散在電路版上的多顆各自獨立

的晶片已被整合進入系統單晶片內。但是，原

本使用來檢驗系統電路版模組的系統層級靜

電放電測試，亦被廠商拿來直接對系統單晶片

進行驗證測試。晶片中原本用以防護元件層級

靜電放電測試的保護元件當然無法承受系統

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造成系統單晶片的故障

或損毀。因此，本計畫預計以全積體電路方式

提出靜電放電防護的解決方案，在晶片中設計

出同時符合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靜電放電測

試規格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以利應用於次世

代無線通訊晶片。 
 

三、文獻探討 

隨著奈米製程技術微縮，電晶體的崩潰電

壓也隨之降低，只要幾伏特的靜電電壓便有可

能將電晶體燒毀。而電晶體通常就是高頻電路

的輸入輸出級，週遭環境隨時可能釋放幾百伏

特甚至幾千伏特的靜電至此輸入輸出級，因此

必須設計出適當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以避免

高頻電路遭受靜電放電轟擊而損壞。由於靜電

放電防護電路必須置於高頻電路之輸入與輸

出接點，所以靜電放電防護電路之負載效應將

對高頻電路的性能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例

如，靜電放電防護電路產生的寄生電容會影響

電路的匹配。以下章節將簡介傳統高頻電路在

元件層級和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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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頻電路在元件層級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1.1) 以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順偏的二極體擁有不錯的靜電放電耐受

度，目前二極體已被廣泛應用於高頻電路的靜

電放電防護設計中，如圖 1 所示 [4], [5]。然

而，當電路的工作頻率逐漸提升，靜電放電防

護二極體所造成的寄生電容仍會影響電路的

性能。因此以堆疊式二極體形成之靜電放電防

護電路也曾被提出，由電容串聯的概念以降低

整體寄生電容，如圖 2 (a) 所示 [6]。但是額

外的二極體會使得靜電放電時的跨壓增加，可

能需要使用更大尺寸的二極體以提供有效的

靜電放電路徑，不過更大尺寸的二極體卻又會

增加寄生電容。因此，本研究群曾提出改良型

的堆疊式二極體，係一內嵌矽控整流器 
(silicon-controlled rectifier, SCR) 之堆疊式二

極體，以同時達成低寄生電容和低放電跨壓，

如圖 2 (b) 所示 [7], [8]。當靜電放電時，堆疊

式二極體會先導通，接著內嵌的矽控整流器也

會導通以排放靜電電流；當高頻操作時，此設

計可將二極體電容串聯以降低整體寄生電

容。當然，此設計帶有的寄生電容依然會限制

電路操作的頻率上限。 
 

 
圖 1. 以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a) 

 
(b) 

圖2. (a) 以堆疊式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

設計，(b) 以內嵌矽控整流器之堆疊式二極體

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2.2) 以電路設計技巧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電

路 

近幾年國內外的研究單位陸續提出了數種

以電路設計技巧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例

如 Stanford University 提出以分散式二極體實

現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如圖 3 所示 [9], 
[10]；UCLA、UIUC 和 IMEC 分別提出以 T-coil
搭配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如圖 4
所示 [11]-[13]。分散式二極體可將靜電放電路

徑分散，以避免靜電放電時的熱點集中而燒毀

積體電路，另外亦可降低每一級二極體的寄生

電容，以利於阻抗匹配設計。而使用 T-coil 的
設計則是將二極體隱藏至 T-coil 的後方，在電

路操作時，輸入與輸出接點僅會看到匹配電阻 
(RT)，高頻電路訊號就不會被二極體所影響。 

新型醫療設備中若有內建無線通訊功能，

其高頻積體電路也必須具備靜電放電防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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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世界最大的醫療器械公司之一-美敦力公

司 (Medtronic) 曾提出多項具備靜電放電防

護之高頻電路模組 [14]，例如，以回授概念實

現的高頻電路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如圖 5 所

示 [15]。由此可見，世界先進國家的各大廠商

對於高頻電路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非常重視。 
本研究群也曾提出利用矽控整流器搭配電

感匹配之高頻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16], [17]，
例 如 圖 6 為 一 種 可 應 用 於 K/Ka band 
(18~40GHz)之靜電放電防護元件  (LASCR) 
[16]，圖 7 為本研究群所提出應用於 60GHz 之

靜電放電防護元件 (LTSCR) [17]，它能夠提供

元件層級之靜電放電防護能力，且在高頻的訊

號損耗可控制在 3dB 以內。 
 

 
圖 3. 以分散式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設

計。 
 

 
圖 4. 以 T-coil 搭配二極體實現之靜電放電

防護設計。 
 

圖 5. 以回授概念實現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圖 6. 以電感輔助矽控整流器 (LASCR) 實現

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VDD

VSS

Power-Rail 
ESD Clamp 

Circuit

Internal 
Circuits

LTSCRI/O 
Pad

 
圖 7. 以電感觸發矽控整流器 (LTSCR) 實現

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2) 高頻電路在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暫 態 電 壓 抑 制 器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TVS) 通常設計應用於系統上，用

以吸收靜電放電能量、並保護系統免於遭受靜

電放電損害 [18]。暫態電壓抑制器在印刷電路

板上與被保護線路並聯，當瞬時電壓超過電路

正常工作電壓後，暫態電壓抑制器便會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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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瞬時電流一個超低阻抗路徑，以避開被

保護線路，並且在電壓恢復正常值之前使被保

護線路一直保持截止電壓。當瞬時脈衝結束以

後，暫態電壓抑制器會回到高阻抗狀態，整個

迴路進入正常電壓。為了達到較佳的靜電放電

保護能力，暫態電壓抑制器的尺寸必須設計足

夠的大，但此舉同時會增加寄生電容。當暫態

電壓抑制器應用在高頻電路時，必須擁有低負

載電容，以避免高頻電路性能的嚴重衰減。為

了達到此目的，控向二極體 (steering diode) 
架構為一種實現低寄生電容暫態電壓抑制器

之設計方式 [19]。 
目前已有多家廠商針對極低寄生電容之暫

態電壓抑制器進行研發 [20]-[22]，而目前市面

上亦有相關商品在販售，例如一個極低寄生電

容之暫態電壓抑制器 [23]，其接腳本身的寄生

電容不到 1pF，可滿足一般高頻電路的需求。

圖 8 為此暫態電壓抑制器應用於印刷電路板

上，在系統層級靜電放電時的電壓-電流特性

曲線 [23]。 
 

IC

PCB with 
matched 
protection 
diodesTVS diode

Port

GND  
(a) 

 
(b) 

圖 8. (a) 應用暫態電壓抑制器 (TVS) 於印刷

電路板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b) 在系統層級

靜電放電時的電壓-電流特性曲線。 
不過，上述的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防護設

計皆是以電路板上的離散式靜電放電防護元

件來保護電子產品。隨著系統單晶片 (SoC) 
技術的發展，原本分散在電路版上的多顆各自

獨立的晶片已被整合進入系統單晶片內。但

是，原本使用來檢驗系統電路版模組的系統層

級靜電放電測試，亦被廠商拿來直接對系統單

晶片進行驗證測試。晶片中原本用以防護元件

層級靜電放電測試的保護元件當然無法承受

系統層級之靜電放電測試，造成系統單晶片的

故障或損毀。因此，本計畫預計以全積體電路

方式提出靜電放電防護的解決方案，在晶片中

設計出同時符合元件層級與系統層級靜電放

電測試規格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如圖9所示。 
 

 
圖 9. 積體電路之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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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與工作項目包含： 
(1) 分析適用於高頻電路之元件層級與系統

層級靜電放電防護元件的特性，包含高頻

特性、防護能力。 
(2) 設計適用於高頻電路之元件層級與系統

層級靜電放電防護電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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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

實作與驗證。 
(4) 分析量測結果，提出改善方案，以利實際

應用於高頻電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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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靜電放電防護電路設計 

傳統的二極體串是由多顆 P 型二極體串接

組成，如圖 10 (a) 所示。二極體的堆疊數目能

夠決定二極體串的導通電壓。圖 10 (b) 顯示出

二極體串的結構剖面圖。透過堆疊二極體的方

式可以避免功率放大器的輸出訊號失真，但當

靜電發生時，靜電流會在防護元件的兩端產生

跨壓，並隨著二極體堆疊數量的增加而增加，

而過大的跨壓將使的功率放大器遭受到破壞。 
本次創新的靜電防護元件為具有嵌入式矽

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是由 P 型二極體與 N
型二極體所組成，並顯示在圖 11 (a)。圖 11 (b) 
標示出其寄生的 SCR 靜電放電路徑是由 PNP 
(P+\N-well\P-well) 和 NPN (N-well\P-well\N+) 
兩個 BJT 所構成。這個結構擁有正回授機制，

使 SCR 在靜電發生時能更快導通，以完成施

放靜電流的目的。而在導通電壓的方面，也可

以利用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上方的串接二

極體順向導通和逆向不導通特性，來決定導通

電壓並避免電路正常工作的誤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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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將以二極體串與具有嵌入式

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來做特性比較。 
 

(2) 實驗結果 

為了分析比較所提出的具有嵌入式矽控整

流器的串接二極體和傳統的二極體串，我們分

別製作了寬度 25um、50um 和 100um 等不同

尺寸，另外在串接二極體顆數上也有 4 顆和 8
顆等不同顆數。 

在量測方面，採用傳輸線觸波產生器 
(transmission-line-pulsing, TLP) 系統來分析待

測元件的靜電流排放能力。 
圖 12 顯示出在寬度同樣為 50um 情況下，

分別串接 4 顆和 8 顆二極體 (DS_W50_D4 和
DS_W50_D8) 的二極體串其 TLP I-V 曲線

圖，可以發現到，二極體串的導通電壓隨串接

二極體的數目增加而增加。圖 13 則顯示出在

寬度同樣為 50um 情況下，分別串接 4 顆和 8
顆 二 極 體  (DSSCR_W50_D4 和

DSSCR_W50_D8) 的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

的串接二極體其 TLP I-V 曲線圖，也可以發現

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其導通

電壓隨串接二極體的數目增加而增加。 
表 I 顯示出在不同寬度尺寸 (25um、50um

和 100um) 下，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

二極體和傳統的二極體串的各個導通電壓。圖

12 和圖 13 顯示，無論是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

器的串接二極體或傳統的二極體串，導通電阻

皆會隨著串接二極體的顆數增加而增加。而圖

14 則顯示導通電阻也能透過設計靜電防護元

件的寬度增加而降低。 
對於 0.18um 1.8V CMOS 製程而言，電路

的崩潰電壓大約是 10V。表 II 顯示各待測元件

在電路毀損前，最大容忍的電流值，並將它重

新定義為電流處理能力 (IBV)。而表中可以觀

察出，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相

對於傳統的二極體串有更高的電流處理能

力。表 III 是以電流處理能力與元件寄生電容

的比值來做比較，比值越大防護能力越佳。表

IV 則顯示出傳統的二極體串和具有嵌入式矽

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兩者的漏電流都非常

的小。 

 
(a) (b) 

圖 10. 應用於功率放大器輸出級之二極體串: (a) 等效電路 (b) 結構剖面圖。 
 

(a) 

 
(b) 

圖 11. 應用於功率放大器輸出級之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  

(a) 等效電路 (b) 結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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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量測方面，使用射頻電路系統  (RFIC 
parameter measurement system) 來取得兩個防

護元件的 S 參數以利分析比較，其中具有嵌入

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相對於傳統的二

極體串，可以降低因加上防護元件所導致的電

路增益衰減，並顯示在圖 15。 
 

 
圖 12. DS_W50_D4 和 DS_W50_D8 的 TLP I-V

量測曲線圖。 
 

 
圖 13. DSSCR_W50_D4和DSSCR_W50_D8的

TLP I-V 量測曲線圖。 
 

 
圖 14. DSSCR_W25_D8、DSSCR_W50_D8、

DSSCR_W100_D8 的 TLP I-V 量測曲線圖。 
 

 
圖 15. DS_W50_D8 和 DSSCR_W50_D8 的 S

參數量測結果圖。 
 

表 I. 防護元件導通電壓量測值 

 
Number 

of 
diode 

Width 

25um 50um 100um

DS 
4 1.8V 1.75V 1.7V 

8 3.4V 3.1V 2.75V

DSSCR
4 1.7V 1.6V 1.6V 

8 2.5V 2.4V 2.5V 
 

表 II. 防護元件在 TLP 10V 跨壓下之電流處理

能力量測值 (IBV) 

 
Number 

of 
diode 

Width 

25um 50um 100um

DS 
4 1.98A 2.58A 2.97A

8 0.59A 1.03A 1.51A

DSSCR
4 2.56A 3.58A 3.96A

8 1.02A 1.62A 2.36A
 

表 III. 具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的

電流處理能力與寄生電容比值 (IBV/C) 

 
Number 

of 
diode 

Width 

25um 50um 100um 

DS 
4 29.4A/pF 27 A/pF 19.7A/pF

8 9.6 A/pF 13.1A/pF 13.7A/pF

DSSCR
4 33.7A/pF 33.3A/pF 23.3A/pF

8 14 A/pF 16.1A/pF 15.1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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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V. 不同尺寸的防護元件在 TLP 10V 跨壓

下之漏電流 

 
Number 

of 
diode 

Width 

25um 50um 100um

DS 
4 0.07nA 0.08nA 0.08nA

8 0.07nA 0.08nA 0.08nA

DSSCR 
4 0.06nA 0.08nA 0.08nA

8 0.07nA 0.08nA 0.08nA
 

(3) 搭配靜電防護元件之功率放大器 

本研究設計了一大訊號擺幅功率放大器，

並將前文所設計之二極體串加入其中，再使用

ADS (advanced design system) 來進行功率放

大器的模擬。功率放大器電路圖顯示在圖 16，
再將靜電防護元件裝置在 RFOUT和 VDD之間。

本設計將傳統二極體串和具嵌入式矽控整流

器的串接二極體的量測結果帶入功率放大器

進行模擬，射頻電路的模擬增益分別顯示在圖

17~圖 21，這些圖指出傳統二極體串與具有嵌

入式矽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對於射頻電路

的影響都非常小，但具有嵌入式矽控整流器的

串接二極體在通過一樣的靜電流時，在電路兩

端產生的跨壓較小。換句話說，具有嵌入式矽

控整流器的串接二極體在提供功率放大器的

靜電防護上，不會造成額外的訊號衰減，卻能

提供更高的靜電放電耐受度。 
 

RFIN

RFOUT

VG

VDD

Mn1

Mn2

R1

R2

R3

C1 C2

C3

C4

L1

L2C5

C6

Off-Chip

 
圖 16. 功率放大器電路架構。 

 
圖 17. 有靜電防護元件與無靜電防護元件的

功率放大器的 S21 模擬曲線圖。 
 

 
圖 18. 有靜電防護元件與無靜電防護元件的

功率放大器的 S11 參數。 
 

 
圖 19. 有靜電防護元件與無靜電防護元件的

功率放大器的 Pout曲線圖。 
 

 
圖 20. 有靜電防護元件與無靜電防護元件的

功率放大器的 PAE 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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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有靜電防護元件與無靜電防護元件的

功率放大器的 Gain 曲線圖。 
 

六、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利用串接二極體的寄生矽控整流器

來完成大訊號擺幅功率放大器的靜電放電防

護設計，為了比較所提出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

的優劣性，也設計了串接二極體以及二極體觸

發矽控整流器兩種靜電放電防護電路來提供

比較。 
為了驗證所提出的靜電放電防護電路在實

際電路上的效能，本研究也設計了一個功率放

大器電路來搭配此次所設計的三種靜電放電

防護電路。實驗結果顯示，串接二極體的寄生

矽控整流器不會造成訊號的衰減及失真，且能

夠有效的保護功率放大器。 
在本研究中所設計的電路皆使用 0.18μm 

CMOS 製程完成。並在實際的量測中發現，搭

配串接二極體寄生矽控整流器的功率放大器

電路能承受 7kV 以上人體放電模式之靜電放

電測試。 
本計畫所研發之成果，已產出次世代無線

通訊晶片所須之高頻電路靜電放電防護技

術。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已撰寫 3 篇期刊論文、

1 篇研討會論文；參與本計畫執行的工作人員

能培養前瞻的高頻電路之靜電放電防護技

術，將可解決電子電路棘手的靜電放電問題，

以提昇人才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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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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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較為特別的是，ISCAS 的第一天同時舉辦了 FoodCAS 的衛星會議 (Satellite Event)，

會議目的為從電路與系統的角度來提升食物品質。FoodCAS 的論文發表分成 4 個 Lecture 

Sessions 和 1 個 Poster Session 進行，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則有 2 場，分別特別邀請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 Prof. Liwei Lin 演說「Three-dimensional Microelectronics for 

in situ Monitoring of Milk Spoilage」，(2) University of Gastronomic Science Studies 的 Prof. Franco 

Fassio 演說「Circular Economy for Food. Matter, energy and knowledge, in a circle」。 

本人參加此次 ISCAS，以海報型式發表研究論文一篇，論文題目為「Low-Loss I/O Pad with 

ESD Protection for K/Ka-Bands Applications in Nanoscale CMOS Process」。本研究設計了新型低

損耗焊墊 (Low-loss I/O pad) 結合疊接電感 (Stacked inductor) 以及靜電放電防護元件，具有

高靜電放電防護能力且在第 5 代行動通訊系統的工作頻帶 K/Ka-bands 中有最小的信號損失。

有多位來賓對我們的研究成果極感興趣、前來討論技術細節、並交換名片，以利後續商討合

作機會。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的與會者皆為電路與系統領域的專家，藉由這次論文發表的機會，會議期間與

許多國際學者交換心得，並認識許多國際知名公司與學術研究單位的相關工程師與研究人員，

進行許多意見交流與專業討論。此外，在會議期間也學得許多新知、電路設計技巧、量測技

術，開拓了自己的國際觀也意識到學術研究的良性競爭壓力。 



 

三、 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論文摘要如下: 

Th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protection devices are generally designed and employed near 

the input/output (I/O) pad to avoid the impact of ESD events. The diodes operated under forward-

biased condition are widely used as ESD protection devices in integrated circuits (ICs). However, the 

parasitic effects of the ESD protection diodes with large dimension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high-frequency circui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ignal loss, the parasitic capacitance 

of ESD protection diodes must be minimiz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wo low-loss I/O pads 

combined with stacked inductor and ESD protection diodes for K/Ka-bands applications. The 

traditional and proposed designs of I/O pads with ESD protection have been compared in silicon chip.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structures with sufficient ESD-

protection ability can achieve lower signal loss than the traditional design within K/Ka bands. 

 

四、 建議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一方面可宣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可接收新知。感謝科技部的經費

支持，讓本論文順利發表。「電路與系統」是台灣具有國際競爭力的重要領域，我們要持續努

力，以繼續保持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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