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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此論文中，利用電子槍熱蒸鍍系統，並加上 end-Hall 離子輔助蒸鍍，來

製作鑭鋁混合氧化物的 M3 材料紫外光薄膜，探討膜層在 365nm 和 400nm

紫外光區的穿透率、折射率、消光係數、水氣吸附和表面粗糙度等。在本



實驗中，在最好的蒸鍍條件下，是在電流密度約在 63μA/cm2 下所得到的

穿透率、折射率、消光係數、水氣吸附和表面粗糙度是最佳的數值。 

摘要

(英) 

In this thesis, we evaporate the optical thin films of the oxide mixture of lanthanum 

aluminum (M3) in the ultraviolet range of 365nm and 400nm by E-Gun, in the ion-

assisted-deposition (IAD) process with end-Hall ion source. The transmittance, 

refracting index, extinction coefficient, aqueous absorbing and roughness of thin 

film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ultraviolet region of 365nm and 400nm. In this 

experiment, the optimum parameters of the current density of the ion source is 

63μA/cm2. In the condition, the deposited film has the highest refractive index, 

and the least extinction coefficient, aqueous absorption and surface r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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