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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製程

徐進成

課本： 薄膜光學與鍍膜技術(4ST)
 藝軒圖書出版社

記分：

 期中(30%) 期中(30%)

 期末(40%)

 出席率(30%)

內容

薄膜製鍍

薄膜測量

薄膜設計

薄膜厚度均勻性薄膜厚度均勻性

1. 薄膜製鍍

 CVD

 PVD

熱蒸鍍

電子槍蒸鍍電子槍蒸鍍

濺鍍

離子束濺鍍

2. 薄膜量測

光譜儀

橢偏儀

原子力顯微鏡

 SEM 電子顯微鏡

顯微厚度儀

 WYKO顯微干涉儀

基本電磁學

抗反射膜(AR Coating)設計

高反射膜設計

低 高通濾波片(L Hi h filt )

3.光學薄膜設計

低、高通濾波片(Low, High pass filters)

帶通濾波片(band pass filter)

截止濾光片

分光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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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薄膜厚度均勻性

大面積均勻設計

薄膜本身均勻性 10 光學薄膜的製鍍方法

10.1液體成膜法

所謂液體成膜法是指利用液體本身或利用液體
當媒介起化學或電化學作用而生成薄膜在基板
上，或以液體為薄膜之溶液，使之與基板接觸
而生成薄膜，例如：

(1) 酸蝕法

 將矽酸鹽玻璃在酸類稀溶液中浸蝕，生成不
穩定的矽酸(H2SiO3)覆在玻璃表面，加熱後
脫水成SiO2薄膜，然後烘烤，使玻璃表面生
成二氧化矽成二氧化矽。

 應用例子：抗反射膜

(2)溶液沈積法

將金屬化合物中的金屬離子解析出通過還原劑
作用，還原成金屬離子，沈積在玻璃表面上或
其它材料表面而成為金屬膜。例如化學鍍銀、
鍍銅、鍍金、鍍鎳、鍍鈷(Co)等。

應用例子：高反射鏡(例如以50g AgNO3加2l水、

90g KOH加2水、80g糖加0.8水並滲3.5m 
HNO3加100m水，按16：8：1比例混合，然
後加NH4OH於AgNO3及KOH溶液中使成無沈
澱物之溶液再倒入HNO3在低溫進行反應鍍成
銀反射鏡) 。

(3)電鍍法

將欲鍍物做成陽極，被鍍基板做成陰極，浸入
適當之電解液(electrolyte)中，當電流通過時，
欲鍍物通過電解液而沈積在陰極的基板上，例
如Ag、Ni、A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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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陽極氧化法

被鍍物做為陽極放置電解液中，當通以電流其
表面即形成氧化膜，例如在鋁鏡產生氧化鋁
(Al2O3)保護膜，即是將鋁膜做陽極，純鋁做
陰極放置在5％濃度之(NH4)2HPO3電解液中，
通電電解後陽極即產生氧化鋁膜 此法亦可做通電電解後陽極即產生氧化鋁膜，此法亦可做
成Ta2O5、TiO2、ZrO2、Nb2O5、HfO2，
WO3等。

應用例子：做保護膜，著色裝飾。

(5) 溶膠－凝膠(sol-gel)法

將金屬之有機溶液做成膠水狀，利用浸泡拉起
法(dip coating)或塗佈旋轉離心法(spin coating)
把凝膠塗佈在基板上，經加熱烘烤而成透明薄
膜，例如SiO2、TiO2、TiO2及SiO2之混合膜、
Al2O3、ZrO2、HfO2、Y2O3、ITO、Ta2O5、
CrOx、Fe2O3等。

應用例子：抗反射膜，分光鏡、多層干涉膜、
保護膜、CRT表面之鍍ITO及SiO2兼具有抗反
射防止電波輻射及靜電等。

 TiO2及SiO2簡要變化式：


 O2HTiOTiOH

OHH4C  TiOHO4H )HTi(OC 52442452











 O2H  SiOSiOH

OHH4C  SOH O4H  )HSi(OC

O2H  TiOTiOH

2244

52442452

2244

(6) Langmuir－Blodgett膜(簡稱LB膜) 

利用某些有機大分子材料因不溶於水而展浮在
水面上，形成單分子層，然後利用該分子一端
為親水性hydrophilic polar(如COOH鍵)另一端
為疏水性hydrophobic(如CH3鍵)而以垂直抽拉
式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將其移植到固體基板上式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將其移植到固體基板上，
形成單層或多層晶膜。

應用例子：積體光學，太陽能轉換元件，發光
元件，非線性元件等。

LB膜成長原理 (7)液相磊晶(LPE)

將溶質放入溶劑中，使其在某一溫度下成為均
勻溶液，然後在晶體基板上逐漸冷卻，當超過
飽和點後會在基板上形成磊晶薄膜。

應用例子：半導體雷射、光電材料薄膜。例如
在AlxGa1-xAs/GaAs、In1-x Gax AsyP1-y/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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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氣體成膜法

此種方法是膜的組成成份以氣態方式沈積在基
板，可分為

 物理蒸氣沈積法(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簡稱PVD)

 化學氣相沈積法(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簡稱CVD)。

10.2.1 化學氣相沈積法(CVD)

所謂化學氣相鍍膜法是利用膜材料之氣體化合
物在高溫經由化學反應生成膜之固體物質而沈
積在基板上的一種長膜方法。

一般是取揮發性的金屬鹵化物，金屬有機化合
物等與氫、氧、氮等氣體混合後在高溫基板上
通過，熱成長、熱分解或還原或氧化或水解或
聚合而成膜。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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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成長

熱分解

2
)( TiOTi   空氣中

H2SiSiH 
熱分解

還原

氧化

24 H2SiSiH 

10HCl2M5H2MoCl

4HCLSi2HSiCl

O25

24





OH9CO6OAlO12)CH(Al

H2SiOOSiH

22322632

2224



 

為了增加成膜的速率或長特殊之薄膜，CVD又
可分成以下幾種方法：

 (1) PECVD(plasma enhance CVD)

 (2) MOCVD(metal-organic CVD)

 (3) LCVD (Laser CVD)

 (4) Photochemical  CVD( )

 (5) ECRCVD (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ce 
CVD)

 (6) Synchrotron Radiation CVD

 (7) PICVD (Plasma Impulse CVD)

 (8) Cat-CVD (Catalytic CVD) 

(1) PECVD(plasma enhance CVD) 

低溫

用射頻產生電漿以分解反應氣體

22
*

4

243
*

4

H2SiOO2SiH

H6NSiN4SiH3





用射頻產生電漿以分解反應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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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CVD(metal-organic CVD)

4223 CH2ZnSeSeH)CH(Zn 

 膜金屬無機化合物，結晶金屬有機化合物

所用的射頻(RF)產生電漿以分解反應氣體

(3) LCVD (Laser CVD) 

FeCr,W,Fe(CO),Cr(CO),W(CO) hν
566 

(4) Photochemical  CVD

用光能刺激反應

22
h

24 H2SiOOSiH  

(5) ECRCVD (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ce CVD)

利用2.45GHz微波電子迴旋共振產生電漿來
產生SiO2，鑽石膜, a-Si:H, SiNx等。

(6) Synchrotron Radiation CVD

同步輻射分解合成物而成沉積為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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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ICVD (Plasma Impulse CVD)

以短脈衝之微波在一毫秒內激發電漿

微波可以穿過電漿到達基板，所以薄膜在基板
上可以進行氧化或氮化學反應

溫度在70-140oC之間。溫度在70 140 C之間

成膜速率TiO2可達5nm/s及SiO2 15nm/s

可用來作冷光鏡之多層膜。

(8) Cat-CVD (Catalytic CVD)

 Hot Wire CVD

 wire加熱

利用Ta

10.2 物理氣相沈積法(PVD)

此法一般簡稱為物理鍍膜法，其成膜過程可分
為三步驟:
 1)將薄膜材料由固體變成氣態

 i)熱蒸發蒸鍍法(Thermal Evaporation Deposition)

 ii)電漿濺鍍法(Plasma Sputtering Deposition)

 iii)離子束濺鍍法(Ion Beam Sputtering Deposition, 
IBSD)

 2)薄膜的氣態原子或分子或離子穿過真空抵達
基板表面

 3)薄膜材料沈積在基板上漸漸形成薄膜

真空中薄膜的氣態原子或分子或離子抵達基板表面

 原因：

 在維持薄膜材料的純度，不與其它物質相碰
結合或化學變化而改變薄膜純度(反應式鍍膜
例外，下章另有詳細敘述)。例外 下章另有詳細敘述)

 保持薄膜的氣態原子或分子之動能，使之有
力地飛向基板上以增加薄膜與基板間的結合
力。

 薄膜之原子或分子層層堆積在基板上成膜過
程中不會包雜其它氣體則膜質密度高，硬度
大，折射率穩定。

在真空中

蒸發源不會因高溫而與氣體起作用減短壽命，
濺鍍法中的電漿或離子束也才能有效地維持。

平均自由路徑L:只要真空度好到氣體原子或分
子相碰的距離大於L即可。

在室溫時(300 K) L與抽真空後之真空腔內的氣
壓之關係為

 L (單位為cm) ~ 0.65/ P (單位Pa) 

 L (單位為cm) ~ 5x10-3/ P (單位Pa)

一般蒸發源到基板的距離大約在30到50cm以
上，因此P 值必須小於10-2 Pa。

抽真空系統

抽真空系統至少要包括可抽到約10-1 Pa之機械泵 。

然後交由可抽到10-4 Pa以下之油擴散泵或冷凝泵
或其他型泵，

有時為了去除水氣(水氣對膜質有很不好的影響)( )
還得加裝Polycold (<140 oC)

或液態氮於Meissner coil吸附板 (<190 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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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熱蒸發蒸鍍法

 Thermal Evaporation Deposition

利用升高薄膜材料之溫度使之熔解然後氣化
（或直接由固體昇華為氣體）

氣態之薄膜材料之原子或分子同時因具有加溫氣態之薄膜材料之原子或分子同時因具有加溫
後之動能而飛向基板沈積成為固體薄膜。

依不同的加熱方式可分為下述幾種方法：

1-A)熱電阻加熱法(Resistive Heating)

原理：當電流I通過一電阻R時會產生熱能，其
功率P正比於I2R。

方法：選用高熔點材料當電阻片，即蒸發源，
將欲鍍之薄膜置於其上然後加正負電壓於電阻
片之兩端通以高電流片之兩端通以高電流。

此電阻片材料一般可選用化學性質穩定之高熔
點(TM)之
 鎢(W，TM=3380oC)

 鉭(Ta，TM=2980oC)

 鉬(Mo，TM=2630oC)

 石墨(C，TM=3730oC)

1-B) 電子鎗蒸鍍法(Electron Beam 
Gun Evaporation) 

原理：

 A.電子束的產生：

 (a) 熱電子發射(thermionic emission)：當高熔點金
屬被加熱到高溫度時，其表面電子之動能將大於束
縛能而逸出 其電流密度可以Ri h d 方程式表縛能而逸出，其電流密度可以Richardson方程式表
示

 J＝AT2exp(-ef/kT) 
 式中T為金屬之絕對溫度

 e為電子電荷，

 f為工作函數

 k為Boltzmann常數

 A為Richardson常數。

 但在大電流下則受正負電極間的距離d及電壓V的
控制而依循Langmuir-Child 的方程式

 J＝BV3/2/d2 (10-3)

 式中B為常數等於2.335×10-6Amp/unit area

 (b) 電漿電子(plasma electron)： (b) 電漿電子(plasma electron)：
 自輝光放電的電漿中取出電子，因陰極不同又可

分為Cold hollow cathode gun及Hot hollow 
cathode gun。

 一般採用熱電子發射較普遍，而以高熔點的鎢絲
通電加熱

 鎢之A＝75 A/㎝2℃、f＝4.5 eV 。

 B.電子束的加速：

 電子帶有電荷，施以電場加速

 電子束動能為1/2 mev2＝eV
 me為電子質量

 V為5KV到15KV V為5KV到15KV

 V為10KV，則電子速度可高達6×104㎞/sec，

 高速電子撞擊在膜材料上將轉換成熱能，溫度可高
達數千度而把膜材料蒸發成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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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原理如圖所示

 。

優點：

電子束直接加熱在膜材料上且一般裝膜材料坩
鍋之鎗座都有水冷卻，因此比起熱電阻加熱法
污染較少，膜品質較高。

又由於電子束可加速到很高能量，一些膜性良
好的氧化膜在熱電阻加熱法中不能蒸鍍的，在
此皆可。

可以作成許多個坩鍋裝放不同膜材料排成一圈，
要鍍時就轉到電子束打擊位置，因此鍍多層膜
相當方便

若膜層甚多需要很多材料則做半徑很大的坩鍋
或上升型圓柱狀的設計

缺點

 1. 電子束控制不當會引起材料分解或游離，前
者會造成吸收後者會造成基板累積電荷而造成
膜面放電損傷。

 2.對不同材料所需之電子束的大小及掃描方式
不同，因此若鍍膜過程中使用不同鍍膜材料時
必須不時調換。

 3.對於昇華材料或稍溶解即會蒸發之材料，如
SiO2，其蒸發速率及蒸發分佈不穩定，此對於
膜厚的均勻性很有影響。若將SiO2由顆粒狀改
為塊狀並調好電子束掃描之形狀，則可望獲得
較好的分佈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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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雷射蒸鍍法(Laser Deposition) 

原理：
 A.熱效應：利用膜材料對雷射光能的吸收產生高熱
而溶解，然後蒸發—此為連續雷射光(CW)的蒸發
方式，如CW-CO2 laser，Nd-YAG laser。

 B 光解離效應：雷射光能分離膜材料表面數個原子 B.光解離效應：雷射光能分離膜材料表面數個原子
層的原子或分子的結合能而一層一層的剝離蒸發—
此為脈衝(pulse)短波雷射的蒸發方式，如pulse 
excimer laser，其波長在紫外光區，才足夠能量分
離原子間的結合能，由於是脈衝式故只有膜材料表
面會熱，且能保持膜材料(多半為熱壓成塊的材料)
之原子或分子成份，此為非熱平衡氣化，故可蒸鍍
化合物而不破壞其組織成分。

 C.以上兩效應之合成。

優點

 A.真空室內不需任何電器設備，也無熱源，所
以很乾淨，膜質相對的會比較純，也不會有電
荷累積造成膜質損傷。

 B.雷射光可聚焦在很小的位置且不受電場或磁
場影響，因此可選用可旋轉之多靶，蒸鍍多層
膜，也可用多束雷射光蒸發多種元素合成膜。

 C.蒸鍍速率快。材料可擺在很遠處(如材料會污
染)，因雷射光束不易散開。

缺點

 A.設備昂貴。

 B.有些材料對雷射光的吸收不佳。

 C.蒸鍍速率太高有時不易鍍很薄的膜(即膜厚不
易控制)。易控制)

 D.雷射光入射窗口需防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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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弧光放電

利用膜材料本身當電極，通以大電流因低電阻
可產生弧光發電而蒸發。

優點：設備簡單，蒸發率大。

缺點：膜厚不易控制，難鍍多層膜。缺點 膜厚不易控制 難鍍多層膜

i-E) 射頻加熱(RF-Heating)

利用高頻率使金屬膜材料產生渦流升高溫度而
蒸發。

i-F) 分子磊晶長膜法(Molecular 
beam epitaxy, MBE)

利用多個噴射爐(Knudsen cell)裝不同材料，
在超高真空下在晶體基板上按一定的方向生長
某種單晶膜的方法。

為監控成長之膜厚與膜質，此系統多會加裝低
能量電子繞射儀(LEED)、歐傑電子繞射儀
(Auger)、反射式高能量電子繞射儀(RHEED)
或二次離子質譜儀(SIMS)。

ii) 電漿濺鍍法(Sputtering Deposition in 
Plasma Environment)

在低真空度中(一般在
真空中充氬氣)及高電
壓下產生輝光放電形
成電漿，則荷能正離
子 飛向陰極轟擊子(Ar＋)飛向陰極轟擊
陰極之膜材料（稱為
靶材）表面而使膜材
料之原子或分子射出
沈積在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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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熱蒸發蒸鍍法不同的是此非靠熱蒸發

是靠正離子的撞擊將原子或原子團一顆一顆的
敲出靶面飛向基板而沉積為膜

其飛向基板之力比前者為大，故可預見其膜之其飛向基板之力比前者為大 故可預見其膜之
附著性要好很多。

Cathode
dark

space

Faraday
dark

space

Anode
dark

space

negative
glow

positive
glow

V

在高電壓及低真空度下，此放電可以維持(self-
sustaining)並產生電漿(Plasma)引起輝光，這是電
漿中高速電子持續碰撞工作氣體並游離的結果。

其反應可用下式表示 (一般為氬氣Ar)( )
 Ar+e-(快)Ar++e-(慢)十e-(慢)

慢速電子被電場加速而成為下次引生Ar游離之快速
電子，如此推演而造成一大堆離子與電子。

離子與電子形成電漿，主要輝光亮區:陰極輝光亮區
(Negative glow)與陽極光柱(Postive columm)。

在陰極輝光亮區與陰極問有一暗區，此暗區又
稱為鞘(Sheath)，輔之長度隨壓力大小而變，
壓力降低時鞘會增長，以10cm長、l2mm直徑
之放電管，放電氣體為乾燥氮為例，鞘的長度
在壓力等於 時為 長 在 時為在壓力等於46Pa時為0.25cm長，在l6Pa時為
lcm，在6.7Pa時可長達2cm

電壓加大時鞘的長度也會加長。

加在放電管之電壓大多在此產生壓降。於是陰
極輝光亮區之正離子獲得相當高的能量撞向陰
極產生濺射行為。這就是加壓產生電漿而引起
濺鍍的過程。

圖10-6b中P到A會有一電位降走由於電子比離
子飛得快以致在絕緣基板上累積電子成為自我
偏壓(self-bias)，此偏壓值一般約為10V。

通常打到陰極之離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動能以
熱的形式傳到陰極，因此陰極需要用水冷卻。

若陽極的位置很靠近陰極(比鞘的長度短)，則
電子很快抵達陽極而沒有機會去游離工作氣體，
產生不了電漿而沒有濺鍍行為發生。

這稱為暗區屏蔽，我們可以利用此暗區屏蔽來
做輝光放電以清潔基板，如圖10-7所示。

ii-A)平面二極濺鍍(Planar Diode 
Sputtering Deposition)

又稱直流濺鍍(DC Sputtering Deposition)

靶材為陰極，基板為陽極

抽真空到10-3 Pa以上

充入惰性氣體如Ar或Xe至氣壓為數Pa充入惰性氣體如Ar或Xe至氣壓為數Pa

施加數千伏特高電壓產生輝光放電，形成電漿

正離子向靶材加速，經由動量傳遞而將靶原子
轟擊射出，沉積在陽極的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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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 射頻濺鍍(RF Sputtering 
Deposition)

直流濺鍍無法濺射介電質材料，因為正電荷會
累積在靶面而阻止正離子繼續轟擊靶極

在介電質靶背加一金屬電極且改用射頻交流電
(工業用13.56MHz)。( )

因電子比正離子跑得快，在射頻的正半週期已
飛向靶面中和了負半週期所累積的正電荷，因
此濺射得以繼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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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 ii-C) 雙陰極濺鍍(Dual Cathodes 
Sputtering Deposition)

上述射頻濺鍍法，對介電質靶材之濺鍍速率不
會很快，為加快濺鍍速率，可採用脈衝式直流
電(pulsed-DC)或採用雙陰極濺鍍靶，此雙靶
間以一中頻交流(頻率約為40KHz)交換正負電
壓 如此頻率快到可以中和累積在靶材上之電壓，如此頻率快到可以中和累積在靶材上之電
荷，而使靶面不致累積正電荷阻止正離子撞擊，
但40KHz之頻率又不很高，雙靶相對於基板(陽
極)，仍然一直維持負電位，於是濺鍍得以繼續
進行，整個濺鍍過程等效為直流濺鍍。

ii-D) 三極濺鍍((Triode Sputtering 
Deposition)

於二極濺鍍系統中加一可加熱產生電子束之第
三極。

此電子受電場加速飛向陽極，增加惰性氣體分
子離子化的機會，而增加正離子數量來轟擊靶
材，因此濺鍍速率增加。

因有電子束而能在更低氣壓下維持放電，因此
膜質可望比二極濺鍍者要密。

但加熱鎢絲可能摻入膜質中

因有加熱鎢絲在，鍍需充氧的膜變為不能鍍很
厚。

ii-E) 磁控濺鍍(Magnetron 
Sputtering Deposition)

磁場使電子能以螺旋方式前進則可增加電子與
氣體分子碰撞的機會，而提高分子的電離度

使濺鍍速率高

可在比較低的氣壓下進行，薄膜品質比好可在比較低的氣壓下進行 薄膜品質比好

由於磁場會把電子偏離基板，因此基板溫度不
會升的太高，所以磁控濺鍍可鍍膜在一些較不
耐高溫的基板。

磁控濺鍍對強磁性材料之靶無效

由於濺射面無法均勻所以靶材的利用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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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modeling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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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magnetron sputtering SiO2

Linear magnetron sputtering indium Tin oxide

iii) 離子束濺鍍法(Ion Beam 
Sputtering Deposition , IBSD) 

在高真空利用獨立的離子源發射離子束濺射靶
材，將靶材上的原子一顆一顆敲出飛越真空並
有力的沈積在基板上，成為薄膜的一種鍍膜方
法。

此法製鍍出來的膜層沒有結構(Amorphous)且
密度很高，因此散射很小，可做高級之鏡片，
如低損耗雷射陀螺儀用之雷射鏡、測重力波干
涉儀所需之雷射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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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

以電熱絲當陰極，有柵極之寬束離子源。

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陰極(cathode)，陽極
(anode)，屏極(screen)，加速極(accelerator)，
中和燈絲(neutralizer)及磁棒數根環繞陽極外圍。

屏極與加速極為孔孔相對齊之多孔柵極。

其工作原理可用圖來描述。接地與蒸鍍系統連
接，陰極，陽極及屏極共組成一輝光放電室以
產生電漿。

一般充以氬氣(1)當作放電氣體有時為了引發反
應蒸鍍而混入氧氣或氮氣或其它氣體。



2010/1/4

18

陰極為鎢絲或鉭絲，加熱後會放出熱電子(2)以
游離充入之氣體(3)，外圍繞了磁場以使電子螺
旋前進增加碰撞氣體機會

在低氣壓下維持輝光放電保有電漿在放電室內。

部分正離子(如Ar+)會通過屏極之小孔(6)，此
正離子會被加速柵極吸引，而高速飛出放電室
外(7)，電熱中和器為由鎢絲子發出熱電子(8)
而與正離子中和，於是一高能量之中性粒子性
束就可以利用來作鍍膜工作。

加速柵極之負電位在此可防止電子跑入放電室
破壞電漿體的穩定。

屏極及加速柵極面上許多小孔彼此要對齊以免
正離子飛出時撞上加速柵極。

2.輝光放電

 離子源的放電電流Id(discharge current)與放入氣體之氣
壓P有關，氣壓太低不會放電，它有一最小起始氣壓
Pmin。

 P愈大則Id愈大，但當氣壓大到某一值時Id就不再上升，
此時之P為最佳工作氣壓Popt。

 陰極燈絲電流Ic大小也會影響Id大小，Ic愈大則Id愈大。

 但在低氣壓低放電電壓(discharge voltage Vd)下，陰極
外圍會有電子群(space charge)使得燈絲之電子放出受限
制，而降低了Id值，此時稱Ic為在空間電荷限制(space-
charge limit)下工作的陰極電流，這與選用的燈絲種類
(一般為鉭或鎢)及燈絲直徑大小有關

一般說來Id大小必須為輸出離子束流(ion beam 
current)Ib的10到20倍才可，而最大的可加速
輸出離子流Ib值由Child定律可推導出大約為

22/3 d/Vm/e2A)9/4(I 

 為空間介質常數，Ab為離子束面積，e/m為加
速離子之電荷與質量比，Vｔ＝Vａ＋Vb，Vb
為離子束的電壓，Va為加速極的電壓，d為屏
極及加速極兩柵間的距離，可見Ib與Vt及d很有
關係。

tbb d/Vm/e2A)9/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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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電壓(discharge voltage)Vd一般要小於工
作氣體的一次游離能與二次游離能之和。

以氬氣為例，第一次及第二次游離能為15.8eV
及27.6eV，其和為43.4eV，因此Vd必須小於
43V，一般放在35V到40V之間。

太低不易維持輝光放電，太高則會有二次游離，
此對膜的成長會有不良的影響。

對於大型離子源，放電室很大，Vd有的必須加
高到50V以上才能維持電漿態的穩定。

3.離子光學(ion optics)

 寬束離子源之多孔柵極構成離子光學影響離子束輸出
的大小、方向及形狀

 常用的有

 (i)單柵極光學

 (ii)雙平面柵極光學(flat two grid ion optics) (ii)雙平面柵極光學(flat two-grid ion optics)，

 (iii)雙碟形柵極光學(dished two-grid ion optics)

 (iv)三碟形柵極光學。

 單柵極光學，其離子束直接由放電室電漿體取出，
Child公式之d值即為電漿鞘的大小，因此很小，所以
這種結構之離子源密度Jb可大到1~2mA/cm2，不過Vb
只能小於100-200V，擴散角很大，此適合作離子助鍍
用，不適合當濺射鍍膜用。

平面柵極光學，是最早用的寬束離子源，柵極
材料為排列成為導熱良好的石墨板做成的，其
膨脹率及被濺射率都很低，當作離子光學很好

不過石墨強度不大不能做成大面積離子源，一
般為直徑15cm以下。

柵極之間距d不但影響Ib的大小，也影響離子
束的發散角度。

離子源之電位分布圖，電漿體與陽極同電位而
距接地電位(零電位)有電位差Vb。

屏極大約與陰極同電位，比電漿體低Vd電位，
所以可以吸引正離子。

加速極電位比地(零電位)低Va，

中和電子及離子束撞擊之對象(如靶或基板)則
大約在零電位。

離子流Ib：

受限於Child公式

 加速電流及兩柵極間之距離

孔徑大小太大或太小都不恰當。孔徑大小太大或太小都不恰當

若兩柵極之孔徑沒對齊

 輕則使離子束偏向、發散，

 重則撞擊加速極造成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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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形柵極

兩碟形柵極光學為屏極及加速極

 一向外突出或內凹(視欲發散或聚焦而定)成碟形
而互相平行的柵極

 大多以鉬(Mo)為材料作成，鉬的膨脹係數及被
濺射率都很低，強度比石墨大很多，因此可做
成大口徑的離子源。

三碟形柵極光學與兩碟形柵極相同，只是最外
一極接地(亦可加電壓)，如此對於調整離子束
之分佈以及保護離子源受反彈鍍膜的防護都有
幫助。

中和電子束

熱電阻絲會受離子束撞擊而將之帶上靶或基板
造成膜中含有熱電阻絲之雜質。

電漿橋引式中和器(Plasma bridge neutralizer)，
 離子源出口處另有一中空小電漿室，其上開一
小孔，當正離子經過此電漿室小孔時會搭引電
子飛出，而中和正離子。

 使中和用電子數目大於正離子數約10％以上。

射頻中和器：1銅圈加RF、2瓷杯產生電漿、3.
離子收集杯(collector) 、4.電子引出電極
(Keeper)。

射頻離子源(RF Ion Source)

 Kaufman型離子源陰極為一熱電阻絲壽命有限，

充氣以非惰性氣體如氧氣做反應鍍膜時

 電阻絲很快燃燒斷

 很容易污染電漿腔體內 很容易污染電漿腔體內

故有改為用射頻離子源或微波離子源。

微波離子源(Microwave Ion Source)

這種離子源以2.45GHz之微波產生電漿，其游
離率因有強磁場(875Gauss)下的電子迴旋共振
(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ce ECR)而大為增
加，使得在低氣壓下能有高密度的電漿。

這種離子源無法做得很小，因為必須有強大磁
場來彎曲電子路徑，目前最小只能做到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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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diagram of lossmeter with electric circuit  



2010/1/4

22

Calculation of ring-down method

I (t) = Io e-t/

L = 2d / ( c )

L : lossL :  loss
Io :  intensity of incident light
I  :  intensity of output light
d :  the length of cavity
c :  the velocity of the light
 :  decay time constant

Schematic diagram of laser mirror measurement at 30o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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