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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氮化鈦(TiN)薄膜為一種高硬度、低摩擦係數、高熱傳係數、高抗蝕性、高

壓縮強度、耐高溫及耐氧化等優點的薄膜，且其具有金黃色光澤，故非常

適合做為裝飾性薄膜。另外也常被做為削切刀具、模具、常態性滾動或滑

動機件的保護層。氮化鈦硬質薄膜在製造電子、光學、光電元件上，亦具

有延長壽命與品質提昇的效果。 此研究使用直流磁控濺鍍系統，在不同的

基板溫度下鍍製氮化鈦薄膜。在製程時，通以不同參數之氮氣與氬氣做為

濺鍍的工作氣體。實驗中改變之參數有基板溫度；從高溫 400℃、300℃至

200℃，通入不同氮氣與氬氣比例，還有濺鍍功率之參數。研究其反射光

譜性質與硬度之變化，最後做一系列的分析與討論。 實驗中發現，當製程

時基板溫度於 200℃，氮氣分壓比例在 10 %且功率為 400W 時，可以鍍製

出良好的氮化鈦薄膜。其色澤相較於其他參數下鍍製之薄膜最為接近金黃

色，且與其他不同參數下鍍製之樣品相比擁有較高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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