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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良好的抗反射膜必須要有夠小的消光係數，本論文以鉬舟加上離子源輔

助鍍膜方式來蒸鍍氟化鎂薄膜，經由改變離子束電流大小，製鍍出不同

光學性質的薄膜，藉由折射率、消光係數、水汽吸附以及表面粗糙度的

分析，找出最佳的鍍膜參數，製鍍出擁有最小消光係數的氟化鎂薄膜，

之後將氟化鎂以此參數鍍在石英基板上，石英基板在紫外光區有良好的



穿透率，因此將氟化鎂鍍在石英基板上，將有利於氟化鎂薄膜在紫外光

區的光學特性分析。 

摘要

(英) 

In this article, we prepared the magnesium fluoride films by evaporation and ion-

assisted deposition (IAD). Different optical properties could be got by controlling 

the various parameters of ion source. After finding a parameter to coat the 

magnesium fluoride film, had the smallest extinction coefficient, we coated the 

magnesium fluoride film on fused silica substrate. Then,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magnesium fluoride films in UV has been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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