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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是以氧化銦錫/
/多孔隙氧氧化銦錫之多層堆疊結構製作布
拉格反射鏡於可撓式基板。在布拉格反射鏡製作於可撓式基板的製程上，高折射
率的氧化銦錫薄膜是由磁式濺鍍法於室溫條件下成長；低折射率的多孔隙氧化銦
錫則是由超臨界 CO2 流體於不同的溫度及壓力的製程條件下作用於溶凝膠狀的
氧化銦錫(Sol-gel ITO)而成。濺鍍氧化銦錫薄膜與多孔隙氧化銦錫薄膜的折射率
分別為 2.12 與 1.54。在玻璃基板上 6.5 個 period 相互堆疊後，在光譜波長為 475nm
處的反射率可達 95%，截止帶寬為 110nm，整體電阻約為 2.54×10-3Ωcm，在 PET
基板上 4.5 個 period 相互堆疊後，在光譜波長為 475nm 處的反射率達 85%，截
止帶寬為 126nm，整體電阻約為 2.76×10-3Ωcm。

關鍵詞：氧化銦錫、多孔隙結構、布拉格反射鏡、超臨界流體、可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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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s (DBRs) on flexible substrates based on
dense ITO(Indium tin oxide) and porous ITO bilayers were demonstrated. In the
fabrication of the DBRs, the high refractive index ITO films were grown at room
temperature by long-throw reactive ratio-frequency magnetron sputter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w refractive index porous ITO films were obtained by applying
supercritical CO2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pressures on the spin-coated
sol-gel ITO films. The refractive indices of the dense ITO films and porous ITO films
were 2.12 and 1.54, respectively. On glass substrates, the DBR with 6.5 period ITO
bilayers, the optical reflectance of 95 % was achieved. The stop band and the average
resistivity is 110 nm and 2.54×10-3 Ω-cm, respectively. On PET substrates, the DBR
with 4.5 period ITO bilayers, exhibits the optical reflectance of 85 % . The stop band
and the average resistivity is 126 nm and 2.76×10-3 Ω-cm, respectively.

Keyword: Indium tin oxide, porous,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s, supercritical CO2,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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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 引言
照明與顯示產業為目前全球光電相關產業之主要發展趨勢，也是我國重點發
展之方向，相信在未來高科技的社會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石化能源短
缺與氣候變異的議題下，人們對節能的照明需求將與日俱增；在資訊爆炸時代，
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資訊顯示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如何開發有更有效率
的節能照明裝置與更人性化的顯示器，是目前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探討的方向。
近年來有許多改善發光二極體之效率或亮度之研究，目前改善效率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最值得探討的方法之一是將布拉格反射鏡引入發光二極體，此方法可以不用
改變元件的結構，而是直接經由外部量子效應提升發光元件的發光效率和發光亮
度。如圖 1-1[1]是將布拉格反射鏡應用於 LED 上，使其成為一個具微共振腔的
Resonant Cavity Light Emitting Diode (RCLED)，可將原本 LED 光譜進一步提升
外部量子效應、選擇輸出波長、純化顏色、與窄化輸出光譜等優點，對於色彩表
達、平面顯示器、信號標誌、照明燈具等有更好的展現能力與提升效率。相同的，
應用於 OLED 上也是有著相同的效果，如圖 1-2[2] 。由以上例子，在在都可顯
現出，布拉格反射鏡是可以有效地改進發光元件的效率與亮度，所以布拉格反射
鏡是目前非常值得探討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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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圖 1-1、(a) RCLED 之發光頻譜 (b) RCLED 元件結構圖[1]。

(a)

(b)

圖 1-2、(a) RCOLED 之螢光發光頻譜 (b) RCOLED 元件結構圖[2]。

1-2 分佈式布拉格反射鏡(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s)
分佈式布拉格反射鏡
布拉格反射鏡自發展以來便被廣泛的應用於各種不同的光電元件，由於可設
計材料折射率差與層數精密的控制反射波段與反射率、使輸出頻寬集中又無金屬
反射鏡的吸收的優點，故能廣泛的應用於各式光電元件及設計中。
DBR 主要由兩種不同的材料所組成，此兩種材料須具備一定的折射率差與
1/4 光學波長厚度(Optical wavelength thickness)，此光學波長厚度 d 為光波在真
2

空中的波長 λ 除上在介質中於該波長時的折射率 nr(λ)，如圖 1-3。最常見的 DBR
是以氧化物如氧化矽(SiO)、氧化鉭(TaO)等介電材料製成，製程方法以濺鍍
(Sputter)、蒸鍍(Evaporation)為主，介電質材料已被大量使用在各種光學鍍膜的應
用中，而介電質材料可以提供較大的折射率差異，不需太多的堆疊層數即可達到
反射率 99 %以上，如圖 1-4[3]，但是介電質材料本身不導電且熱導性差，若應用
於雷射元件製程上，仍有一些問題需要克服。目前雷射元件製程為要求具導電性
的 DBR，主要仍利用三-五族、二-六族化合物半導體材料，如砷化鎵(GaAS)、砷
化鋁(AlAs)等材料以磊晶(Epitaxial growth)方式製作 DBR 共振腔，可惜的是半導
體材料本身折射率值相差不大，需要多次對數堆疊才能達到 99 %以上的反射率，
如圖 1-5[4]。而半導體材料布拉格反射鏡本身也有晶格匹配、機台成本高昂與製
程高溫等問題，故不適用相對成本較低的電激發光二極體(LED)與有機發光二極
體(OLED)製程上，但發展具導電性與類似介電材料高折射率差的 DBR，仍是目
前極力探討與研究的方向。

λ/4nH λ/4nL λ/4nH λ/4nL

λ/4nH

λ/4nL

nH

nL

…
nH

nL

nH

nL

圖 1-3、布拉格反射鏡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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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濺鍍之介電材料 DBR[3]。

圖 1-5、
、分子束磊晶之半導體材料 DBR[4]。

1-2-1 分佈式布拉格反射鏡原理
布拉格反射鏡操作原理
布拉格反射鏡操作原理，每當光源經過不同材料介面時，皆會反射光源
皆會反射光源，如
圖 1-6，由材料 nL 進入材料 nH 介面時，產生反射光 R1，R1 會與原入射光 O 產生
π 的相位差，欲使其他介面反射光
欲使其他介面反射光 R2、R3 與反射光 R1 產生建設性干涉，故反射
產生建設性干涉
光 R2、R3 與 R1 相位差應為 2π 的整數倍，入射光沿 ABD 路徑與 ABCEF 路徑移
動所產生的反射光 R2、R
R3，相位差要為 π 的奇數倍，以此為基準推導可知
以此為基準推導可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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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光程差 L = 2nd cosθ t
相位差 δ = kL =
δ = (2m - 1)π =

d=

4π
nd cosθ
λ

(1.3)

4π
nd cos θ t，m = 1,2,3...
λ

(1.4)

(2m − 1)λ
4n cosθ t

(1.5)

當垂直入射， θ t = 0°
d=

( 2m − 1)λ
，m = 1,2,3...
4n

(1.6)

R1

O
nL
nH

R2

θi

F

D
A

θt

R3

E
l

B

nL

l

圖 1-6、光源經過不同材料介面反射圖。

我們可以使用傳輸矩陣法(Transfer matrix method)計算布拉格反射鏡多層膜結構
的反射率與穿透率、若有 m 層材料推疊，下式為光源進入每一層材料時的轉換
矩陣：


cos(kl cosθ m )
Mm = 

− inm cosθ m sin(kl cosθ m )
k=

−i

sin(kl cosθ m )
nm cosθ m

cos(kl cosθ m )


(1.7)

2π 2π nm
：波數。 l ：材料厚度。 cos θ m ：光在每一層材料的入射角。
=
λ
λ0

下式為多層結構下反射係數與穿透係數相關之矩陣方程式：

1+ r
t
t
t





  A B 

n (1 + r ) cosθ  = M 1M 2 M 3 ...M m tn cosθ  = M tn cosθ  = C D  tn cosθ  (1.8
 m
 0

 m

 m
 

若考慮正向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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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r   A B  t 
n (1 + r ) = C D  tn 
 m 
 0
 

(1.9)

解上式可得含 ABCD 元素的反射係數 r 與穿透係數 t
r=

An0 + Bn0 nm − C − Dnm
An0 + Bn0 nm + C + Dnm

(1.10)

t=

2n0
An0 + Bn0 nm + C + Dnm

(1.11)

可定義反射率 R 與穿透率 T 為下式：
2

R = r ，T = t

2

(1.12)

考慮布拉格反射鏡為以高低折射率為一組，重複堆疊，且介值厚度為

λ
一對材
4n

料介質的轉換矩陣：


0
M 1M 2 = 

− in L

− i 
0
nL 

0  − in H

− n
−i   H
n
nH  =  L

0   0



0 

− nL 
n H 

(1.13)

推演至 N 對介質的轉換矩陣：
 − nH N
( n )
M = M 1M 2 M 3 M 4 ..M m−1M m = ( M 1M 2 ) =  L
 0

m
2


 m
, = N
− nL N  2
(
)

nH
0

(1.14)

假設 n0 與 nm 值為 1，方便推導多層膜反射率 R：
  −n
 H
2
 n
R = r =  L
  −nH
  nL

N
N
  −nL     nH
 −
  
  nH   =   nL
N
N 

  − nL     nH
+
 


  nH     nL

2N


−
1




2N



+
1




2

(1.15)

若要提升布拉格反射鏡之反射率可加大材料折射率差或提高堆疊對數，而布拉格
反射鏡反射光譜的寬度，止帶寬度(Stop band)公式如下：
2λBragg ∆n
 1
1 

∆λ =
，∆n = nH − n，
+ 
L neff = 2
πneff
 n H nL 

−1

(1.16)

如要增加止帶寬度，可選擇增加材料折射率差 ∆n ，而止帶寬度也與布拉格反射
鏡所設定的中心波長 λBragg 有關，中心波長 λBragg 提高，止帶寬度也跟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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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導電式布拉格反射鏡研究
目前研究導電式布拉格反射鏡也多是由金屬氧化物材料進行著手，其中文獻
中約有幾種方法如下：
(1) 旋轉塗佈-燒結成膜
2010 年 Paul G. O’Brien 等 人 於 利 用 旋 轉 塗 佈 (Spin coating) 氧 化 銻 錫
(Antimony-doped tin oxide, ATO)之奈米粉體(Nanoparticles)與濺鍍之 ITO 薄膜互
相堆疊一對後經由高溫約 500℃燒結成膜，重複堆疊成布拉格反射鏡如圖 1-7[6]，
因其製程每堆疊一對材料都需經由高溫燒結一次，當堆疊至高對數時，較底下的
數層結構經過多次的高溫燒結，此點對材料本身每次退火的折射率與阻值的控制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而因高溫產生的表面高粗糙度，也使得其製程對於每一層光
學厚度的控制很差，而奈米粒子的旋轉塗佈所造成的多孔隙結構，也會使下一層
材料於堆疊時產生滲透，進而改變每一層材料堆疊的厚度與結構，此方法對於堆
疊多層材料上問題與影響，仍是需要改善的。
(2) 改變蒸鍍時試片載台角度
2007 年 Martin F. Schubert 等人利用電子束蒸鍍 ITO 時，改變蒸鍍時試片的
載台角度，使 ITO 沉積時有不同的角度堆疊，而沉積材料不同的角度可產生不
同的折射率值，選擇載台角度 75°，折射率約 1.5 與-45°，折射率 1.9 互相堆疊，
產生導電式布拉格反射鏡如圖 1-8[7]，其優點為製程都在同一個真空腔體，製程
的潔淨度很好，不過此製程方法的缺點是兩種角度方向相反的 ITO 分子堆疊時，
會使得每層材料之間有不易堆疊的問題，導致整體電阻率會上升許多，且因製程
中需重複改變載台角度，而在大面積的元件製程上，薄膜均勻度是有很大問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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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spin coat ATO/sputtered ITO 堆疊 DBR[6]。

圖 1-8、ITO 薄膜沉積角度 75° / − 45° 堆疊 DBR[7]。

1-3 研究動機
目前較常見的布拉格反射鏡大部分都是由介電材料或是半導體材料所組成，
但是這些材料仍有些應用上的問題需要克服，例如不導電或是折射率差較小。所
以我們的目標是能製作出具導性和高折射率差的布拉格反射鏡，並且將 DBR 製
作於玻璃與可撓性基板上。我們所使用的材料為氧化銦錫(ITO)，它具備了在可
見光範圍的高穿透率、材料可導電、高折射率為 2.12 等優點，故我們選擇 ITO
做為布拉格反射鏡中高折射率的材料，另外我們於製程中也希望可以精確的控制
布拉格反射鏡每一層材料的厚度與折射率，因如果不能精確的控制厚度與折射率
時，其布拉格反射鏡的反射光譜，將與當初設計其中心波長的反射光譜有所不同，
將造成 DBR 反射率的下降或是中心波長的偏移，其中製程時的高溫影響容易改
8

變薄膜的性質，進而影響材料的折射率與厚度，所以我們將利用成本較低、非高
溫、非真空環境之超臨界製程，利用此製成製作出折射率為 1.54、且具導電性之
多孔隙氧化銦錫材料(Porous ITO)，做為布拉格反射鏡中低折射率的材料，取代
一般低折射率的介電材料如二氧化矽(SiO2)材料來搭配氧化銦錫，以此兩種材料
做出具導電性與可撓性的 DBR，之後希望可利用於各式光電元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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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製程材料與儀器介紹
2-1 氧化銦錫與溶凝膠狀氧化銦錫
氧化銦(In2O3)為 bixbyite 的晶體結構，屬於 c-type 稀土族類具有缺陷的氧化
物。在晶格中，氧化銦類似於螢石結構(Fluorite)，其中陽離子(In3+)佔據四面體的
空隙位置(Tetrahedral interstitials)，陰離子(O2-)則位於面心立方晶格點，如圖 2-1[8]
所示，晶格常數為 10.117Å。Bixbyite 晶體相似於 MO8 結構，其中在晶格和晶格
面的對角線方向各有氧離子的消失。氧離子的消失使得 MO8 結構退化為 MO6
八面體，並造成陽離子的偏移。即面心立方體中有 3/4 的四面體插入位置被陰離
子(O2-)所填滿，陽離子(In3+)則填滿面心的位置。然而氧的消失也造成在 3/4 位置
產生扭曲更大且不對稱的氧八面體，所以在螢石結構 MO6 八面體沿著 1/4 位置
氧原消失處{100}平面上上進行堆疊[9]。晶體結構如圖 2-2[10]所示，一單位晶胞
有 16 組 In2O3，共 80 個原子，屬於相當複雜且對稱性低的結構。

圖 2- 1、In2O3 單位晶胞結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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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In2O3 晶體結構[10]。
銦錫氧化物是以氧化銦為主體再加上少量的氧化錫的混合材料，因此銦錫氧
化物在結構上幾乎就和氧化銦結構相似，其中造成它會導電最主要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個是氧空缺的形成，第二個是錫原子被取代。
氧空缺的形成主要是因為當氧化銦大量排列結構時，會因為材料本身的因素
而有一些缺陷瑕疵產生，這些缺陷就會造成結構中一些氧原子的空缺，在這種情
況下，一些氧化銦的化學式會變成 In2O3-x，這些零星的氧空缺會在導帶的下方產
生新的能階，在這些氧空缺所產生的能階上，電子藉由這些能階可輕易躍遷至上
方的傳導帶，形成自由電子，因而導電，但當材料產生的氧空缺過多時，因過多
的缺陷產生，捕捉電子的機率會上升，近而材料電阻率也跟著上升。
本論文使用的溶凝膠氧化銦錫(Sol-gel ITO)為向日本高純度化學研究所株式
會社所購買，一般而言，溶膠-凝膠法是以無機聚合反應為基礎，以金屬醇氧化
物或無機金屬化合物為前驅物，用水為水解劑，以醇為溶劑來製備無機高分子化
合物。在溶液中，前驅物進行水解(Hydrolysis)和聚縮(Polycondensation)，形成微
小粒子，而變成溶膠（sol）
，微小粒子繼續反應連結在一起，溶膠就凝固化而成
凝膠（gel）
。先將前驅物、摻雜物、添加劑溶於溶劑中，加入適量的水得到透明
的溶膠，而後再把溶膠塗佈於清洗乾淨的玻璃平板載體上，以熱處理使載體上的
凝膠形成氧化物，而得到無機網狀聚合物，即為成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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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adio-frequency(RF)磁式濺鍍系統
磁式濺鍍系統
本實驗室近年來大量使用 Radio-frequency (RF)磁式濺鍍系統來沉積薄膜材
料，如圖 2-3。雖然材料品質與薄膜沉積速率不及 CVD 所成長的材料，但是生
產成本較低、適合常溫製程並且無化學污染；與蒸鍍系統相比較，它可以產生較
緻密，附著性較好的薄膜，品質也比較穩定[12]。
Shutter
Sample Holder

Turbo
Pump

Mass
Flow
Control

Ar

Mechanical
Pump

Gun

O2

Matching
Box
圖 2-3、磁式濺鍍機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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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Power
Supply

一般常見的濺鍍系統又分為直流(DC)與交流(RF)兩種系統。直流的系統由於
電場固定，當沉積絕緣薄膜或是半導體薄膜的時候，容易造成正離子堆積在靶材
上，造成電場排斥，無法吸引電漿離子再去轟擊靶材表面，所以直流系統大多應
用金屬靶材濺鍍。在介電材料或半導體靶材時使用射頻電源，讓交換的電場適時
推開堆積於靶材上的正離子可以避免過多的離子累積在單一電極之上，保持電場
穩定，不論是在濺鍍任何材料都不會有電荷堆積的情況，交流系統其缺點為濺鍍
沉積速率只有直流系統的一半，故業界使用交流系統通常同時濺鍍兩塊靶材，有
效的利用交流變化，提升濺鍍速率。
基礎的射頻濺鍍系統都會有一套真空設備，先把腔體環境抽真空到高真空度，
然後通入使用的工作氣體，一般來說以 Ar 氣體為主，Ar 本身原子量大，轟擊能
力效果較好，然後施予一個 13.56 MHz 的交流電壓，藉由不斷的交換正負電極(靶
材接觸端和真空腔壁)，當氣體分子受到電場反應形成電漿產生偏壓，能夠使氣
體裡面的 Ar 原子解離產生 e-電子與 Ar+離子，而 Ar+離子受到電場加速衝向負極，
撞擊靶材然後又產生新的 Ar+離子與電子，被撞擊的靶材噴濺至基板上就形成薄
膜，之後撞擊的電子可能又撞擊其他的 Ar 原子，在這個過程中造成更多的離子
與電子，如圖 2-4 [13]。
一般的濺鍍槍都會內置一個強力磁鐵，讓產生的電子可以同時受到磁場與電
場的影響，行走路徑呈現螺旋狀，此種方式不但可以使電子維持在一特定電漿環
境之中，更可以增加電子行走的路徑，產生與 Ar 原子更多的碰撞機率，近而提
升電漿濃度，可使於低氣壓操作下依可保持電漿之穩定，因此我們又將此設計稱
做射頻磁式濺鍍系統。
影響濺鍍系統的變數很多，主要是電漿的工作功率、操作壓力、反應氣體的
種類、氣體的流量、靶材的形狀、基板的溫度、和基板到靶材的濺鍍距離等，這
些都是會直接的影響沉積薄膜的物理和化學性質；舉例來說，操作的功率強度會
影響沉積薄膜的成長速率，也會影響排列的結構緻密度，緻密度也決定了薄膜的
折射率與反射率，因此若要沉積一理想的薄膜，參數討論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工作，而在實驗中我們使用長距離濺鍍的方法，雖會降低沉積材料速率，但可產
生均勻度很高、品質很好的薄膜材料，以此方法為基礎條件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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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濺鍍時原子碰撞現象[13]。

2-3 超臨界系統
物質通常具有大家所熟知的固、液、氣三相，但當溫度及壓力超過其臨界溫
度及臨界壓力時，就進入所謂的超臨界流體(Supercritical fluid)狀態，以二氧化碳
為例，如圖 2-5 [13]。
在未達臨界態時，常存在明顯氣，液兩相之間的界面，進入次臨界狀態時，
氣，液兩相開始混合，介面開始不清楚，當到達臨界態時，此界面即消失不見，
而氣體與液體的性質會趨近於類似，最後會達成一個均勻相（homogenous）之
流體現象。而有些物質在達到超臨界流體相時，顏色也會由無色變為其他顏色，
若再經減壓或降溫，又會回復氣、液兩相。被稱為所謂「超」臨界流體的物質雖
然只是溫度及壓力超過其臨界點的產物，但它確實存在著一些性質。一般而言，
超臨界流體的物理性質是介於氣、液相之間的。例如：
(1) 黏滯係數接近於氣體，因黏度低，輸送時所需的功率較液體低。
(2) 密度接近於液體，因密度高，可輸送較氣體更多的超臨界流體，也更易於夾
帶物質，如萃取、或溶解材料。
(3) 擴散係數高於液體 10 至 100 倍，亦即質量傳遞阻力遠較液體為小，所以在
質量傳遞上較液體為快，單位時間中超臨界流體對物質的影響也較多，也有較高
的均勻性。
(4) 表面張力如氣體幾乎沒有，因此很容易滲透進奈米等級的多孔隙組織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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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超臨界流體之溶劑能力具變異性，可控制流體操作壓力與溫度，而改變溶質分
離的速度與能力。

圖 2-5、二氧化碳超臨界態點與超臨界態圖[14][15]。

超臨界流體特性可由下表 2-1 所敘述：

表 2-1、超臨界流體各種物理性質[14]
Liquid

Supercritical

Vapor

fluid
0.3~0.7

~10-3

＜10-5

10-2 ~10-5

~10-1

~ 10-2

10-3~10-6

~10-6

Density (g/cm3)

1.0

Diffusivity (cm2/sec)
Viscosity (g/cm-sec)

除了物理性質之外，化學性質上亦與氣、液態時有所不同。例如，二氧化碳
在氣態下不具萃取能力，但當進入超臨界狀態後，二氧化碳變成具有親有機性的
非極性流體，因而有溶解部分非極性有機物的能力，因此許多極性化合物於超臨
界流體中因低溶解度而限制其化學反應，因此於超臨界製程製備材料時，常會加
入各種不同的活性劑或其它溶劑幫助反應。此溶解力會隨著溫度及壓力的不同而
改變[14]。由於大部分見諸於文獻中的超臨界流體在常壓下均屬於氣態，因之在
使用後只要解除超臨界態就會回歸氣相，而和其他固、液相的物質分離，可以再
次回收利用，此也是使用超臨界流體的優點之ㄧ。在眾多流體中，又以二氧化碳
最常受到考量，因其臨界溫度僅攝氏 31.1 度，接近室溫，此外，臨界壓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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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太高，約 73.8 大氣壓，且又有不具毒性，不會自燃，取得容易且價格不高。
如表 2-2。
表 2-2、各種物質形成超臨界流體之條件[14]
Critical temperature (oC)

Critical pressure (Psi)

He

-268

33

Ne

-229

400

Ar

-122

706

N2

-147

492

O2

-119

731

CO2

31

1072

SF6

46

545

NH3

133

1654

H2O

374

3209

Fluid

由於二氧化碳亦是溫室氣體之ㄧ，在國際上可能會管制其排放量，若能充分
利用二氧化碳，對於減少其排放量有很大的幫助。由於二氧化碳在室溫下是氣體，
若以超臨界二氧化碳作為溶劑，處理後不會有殘留問題，因其符合環保及衛生法
規，又稱之為綠色溶劑。
而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又可取代有機溶劑，因此可進行化學反應。在超臨界
狀態下操作，有許多優點。例如，與液相反應比較，由於超臨界流體具有較大的
擴散速率，因此在多孔性固體觸媒中及介面間的傳遞阻力相對減少；與氣相反應
比較，因超臨界流體密度高，可增加在反應腔體內的停留時間，故可使用連續式
操作。同時，超臨界流體具有溶解力，可帶走會導致觸媒中毒的物質，增加觸媒
壽命。目前超臨界流體的應用以下幾種[16-18]：
(1) 以超臨界流體取代有機溶劑，清洗晶圓或去除光阻。
(2) 利用超臨界流體為溶劑溶解材料後，快速解除流體之超臨界態，可使材料粒
子析出沉積。
(3) 以超臨界流體萃取材料，而不需破壞其表面。
本實驗將利用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本身的擴散能力與溶解力使溶-凝膠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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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銦錫於非高溫的環境下形成多孔隙結構，此方法比一般利用高溫燒結溶凝
膠狀薄膜的折射率來的低，因高溫燒結而成的溶-凝膠狀氧化銦錫結構較為致密
凝膠狀氧化銦錫結構較為致密，
所以其折射率約為 1.7，
，而使用超臨界製程因不需高溫而可將其材料的折射率下
而使用超臨界製程因不需高溫而可將其材料的折射率下
降至 1.54，更適用於此實驗產生較大折射率差的目標
更適用於此實驗產生較大折射率差的目標。

2-4 量測儀器介紹
2-4-1 四點探針(Four-point
point-probe)
四點探針
四點探針儀是最常用來量測薄膜電性以及薄膜整體性電阻率的儀器
四點探針儀是最常用來量測薄膜電性以及薄膜整體性電阻率的儀器。圖2-6
為四點探針量測薄膜電阻示意圖
為四點探針量測薄膜電阻示意圖，其中s為探針與探針間距離，工作原理是利用
工作原理是利用
四根探針接觸薄膜的表面 分別供給電壓與電流而個別量測電壓和電流的變化
四根探針接觸薄膜的表面，分別供給電壓與電流而個別量測電壓和電流的變化
值。
一般來說四點探針的四根探針排列在同一直線上，並且利用直流電流(I)施加
並且利用直流電流
在外側兩根探針上，而使得內側兩根探針之間產生電壓降
而使得內側兩根探針之間產生電壓降(V)，薄膜電阻率
薄膜電阻率(ρ)可
以由下列公式中獲得：
V

ρ = Rs × T f = C.F . ×  × T f (Ω ⋅ cm)
T


(2.1)

其中Rs為片電阻(Ω/□)
(Ω/□)，Tf為薄膜厚度，V為通過內測探針之直流電壓值
為通過內測探針之直流電壓值(V)，
I為施加於外測探針的直流電流值
為施加於外測探針的直流電流值(A)，C.F.為探針的修正因子4.54，
，ρ為薄膜電阻
率(Ω·cm)。

圖 2-6、四點探針量測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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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薄膜特性分析儀(n&k
analyzer)
薄膜特性分析儀
本實驗所使用的薄膜特性分析儀廠牌為 n&k Technology Inc，型號為 n&k
Analyzer 1280。其原理為將光源通過鍍膜樣品，由接收器接收後比較其能量的變
化獲得其反射光譜與穿透光譜，經由電腦存取數據再利用 Forouhi-Bloomer Model
演算其材料的符合度，即可得到材料的折射率 n 值，消光係數 k 值，反射率，透
光率，及薄膜厚度等，也可量測多層膜堆疊之材料厚度等參數，在薄膜量測上可
快速的得到各種數據。

2-4-3 場發射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
場發射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其系統設計由上而下，由電子槍 (Electron Gun) 發射電
子束，經過一組磁透鏡聚焦 (Condenser Lens) 聚焦後，用遮蔽孔徑選擇電子束
的尺寸(Beam Size)後，通過一組控制電子束的掃描線圈，再透過物鏡 (Objective
Lens)聚焦，打在試片上，在試片的上側裝有訊號接收器，用以擇取二次電子或
背向散射電子成像。
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除了跟傳統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相同地可觀察物體
之微結構外，它由於高電場所發射之電子束徑小，亮度高，具有傳統掃描式電子
顯微鏡所明顯不及之高解析度，其解析度可高達 1.0 nm (1.5 kV)、2.2 nm (1 kV) ，
另可在低電壓(可低至 0.5 kV )下操作，具直接觀察非導體之功能。
本實驗所使用儀器之製造廠商及型號為日本 JEOL JSM-6700F 冷陰極
(Cold cathode ) 場 發 射 掃 描 式 電子 顯 微鏡。 冷 陰 極 場發 射 電子槍 較 其 他 熱
( Thermal )場發射及蕭基電子槍而言，其優點是電子束與能量散佈相當小，且在
超高真空下操作，解析度佳。

2-4-4 原子力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e)
原子力顯微鏡
原子力顯微鏡（AFM）原理為利用一根極微小的探針，來偵測探針與樣品
表面之間的交互作用，如穿隧電流、凡德瓦爾力、磁力、近場電磁波等等，使探
針在試片表面產生作用力，使探針與微小懸臂震動，雷射光由於懸臂震動產生不
同的反射光位置偏移量，經由光檢測器接收，將光訊號轉為電子訊號，經由迴饋
電路回傳至三維掃描器使探針產生移動，只要記錄掃描面上每點的垂直微調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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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便可用來推導出樣品表面輪廓 三維立體圖形等各種交互作用圖像。
這些資料便可用來推導出樣品表面輪廓、三維立體圖形等各種交互作用圖像
AFM 的機制可分為三類[19]
[19]：
(1) 以原子斥力產生表面輪廓的接觸式(Contact
以原子斥力產生表面輪廓的接觸式
mode)AFM，針尖與試片的操作
針尖與試片的操作
距離約為幾顆原子大小(~
(~數個 Å)。
(2) 以原子吸力產生表面輪廓的非接觸式(Non-contact
以原子吸力產生表面輪廓的非接觸式
contact mode)AFM，操作距離約
mode)AFM
為數個 Å 至數百個 Å 大小。
大小
(3) 以非接觸改良的輕敲式 AFM，以量測時探針於試片表面跳動時懸臂的振幅
以量測時探針於試片表面跳動時懸臂的振幅
量來回饋表面輪廓。
此實驗使用的 AFM 是 Digital Instrument 出廠，其型號是：NanoMan NS4+D3100 ，
此機台為輕敲式 AFM。

圖 2-7、AFM 儀器示意圖。

可見光光譜儀(UV-vis)
2-4-5 紫外光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
可見光光譜儀
本實驗室所使用的紫外光
本實驗室所使用的紫外光-可見光光譜為
PerkinElmer 公司代理，型號
公司代理
UV/Vis Spectrometer Lambda 35。
35 利用此儀器將波長 400nm~800nm 的光源照射在
樣品上，光反射後經過積分球路徑被接收器吸收
光反射後經過積分球路徑被接收器吸收，即可測得樣品的反射率
即可測得樣品的反射率，同樣
的也可使用此儀器測得樣品的反射率
的也可使用此儀器測得樣品的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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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步驟
3-1 材料成長條件
3-1-1 氧化銦錫
我們所使用的 ITO 靶材，其本質為 In2O3，為氧化銦中摻入氧化錫。ITO 靶
材主要是由氧化銦與氧化錫燒結而成的，混合的比例如圖 3-1[20]所示，N 表示
自由電子的濃度，C 代表所參入的錫原子濃度，由圖可知在比例為 10%的時候會
有最多的自由電子產生，可以得到最好的電導率，所以我們就選擇氧化銦:氧化
錫比例為 9:1 的靶材，尺寸為直徑 2 吋，厚度 6mm，純度 99.99%的靶材。

圖 3-1、銦錫氧化物混合錫比例與載子濃度圖[20]。

此實驗以 RF 磁式濺鍍機來沈積 ITO 薄膜。首先將洗淨的玻璃基板放進濺鍍
機後，封閉腔體，進入抽真空程序。第一階段抽真空是利用機械馬達(Mechanical
pump)做粗抽，將腔體從一大氣壓抽到 5×10-2 Torr 以下後，進入第二階段抽真空，
利用渦輪馬達(Turbo pump)作細抽，再把腔體壓力抽到低於 5×10-6 Torr。當腔體
達到高真空後，通入 Ar 氣體流量為 6.5 sccm，操作壓力為 1 mTorr，在實驗中我
們比較過功率 30 W、60 W、80 W 的成膜特性，其中以 30 W 的阻值跟遷移率上
表現比較好，主要是由於使用高功率濺鍍時，被打出的粒子帶有高能量會轟擊本
已經沉積完成的薄膜，而造成濺鍍於試片表面的粒子無法整齊的排列，表面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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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會上升，如果排列的規則性越差，則電子在薄膜中移動的路徑就有越多的障
礙，導致載子遷移率下降，而遷移率與電阻率又成反比，故材料的電阻率就會上
升，且使用高瓦數濺鍍 ITO 材料時，在過程中易將 ITO 材料之金屬鍵擊出與造
成過多的氧空缺產生，金屬鍵結過多會導致 ITO 薄膜消光係數(Extinction
coefficient)上升與而過多的氧空缺形成缺陷會使電阻率上升，因此我們就選定以
30 W 當作 ITO 薄膜沉積的功率，而薄膜電阻率約為 7×10-4 Ω-cm，折射率約為
2.0(at 633 nm)，折射率與消光係數如下圖 3-2[21]。

圖 3-2、ITO 濺鍍功率與折射率、消光係數關係圖[21]。

同時我們也會將我們濺鍍出來的 ITO 薄膜去做 AFM 的量測，可看出 ITO 薄膜的
表面粗糙度 rms 只有 0.35nm，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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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Sputtered ITO 之 AFM 圖。

3-1-2 溶凝膠狀氧化銦錫
此實驗以旋轉塗佈(Spin
(Spin coating)機旋塗
coating)
sol-gel ITO 薄膜，並控制旋轉速率以
並控制旋轉速率以
及 sol-gel ITO 濃度來達到所要的膜厚，當塗佈完成後再經由超臨界二氧化碳流
濃度來達到所要的膜厚 當塗佈完成後再經由超臨界二氧化碳流
體處理，利用不同壓力與溫度
利用不同壓力與溫度，形成多孔隙結構。經過量測發現，
，當超臨界操作
壓力越高時，產生之多孔隙氧化銦錫薄膜之折射率會跟著上升
產生之多孔隙氧化銦錫薄膜之折射率會跟著上升、而電阻率隨之下
而電阻率隨之下
降如圖 3-4[21]，我們推測為當操作壓力提升時
我們推測為當操作壓力提升時、多孔隙結構因操作壓力過大而
多孔隙結構因操作壓力過大而
使之結構崩垮，形成較致密堆疊的多孔隙薄膜而使的材料折射率上升與電阻率因
結構孔隙度的下降而下降。而操作溫度的改變對於孔隙氧化銦錫薄膜結構的影響
並無太大的變化，折射率值變動很小
折射率值變動很小，而材料電阻率雖因操作溫度的升高有些微
而材料電阻率雖因操作溫度的升高有些微
的下降，但其趨勢並不明顯
但其趨勢並不明顯，如圖 3-5。考慮整體因素過後，此實驗製程的多孔
此實驗製程的多孔
隙 sol-gel ITO 薄膜操作參數，選在操作氣壓
薄膜操作參數
2000 psi、操作溫度 60 ℃，經超臨
界流體所處理的 porous ITO 薄膜電阻率約為 9 Ω-cm，折射率為 1.5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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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定溫時折射率與電阻率對操作壓力圖[21]。

圖 3-5、定壓時折射率與阻值對操作溫度圖。

最後我們一樣會把 spin coating 之後經超臨界流體處理過後的 porous ITO 薄膜拿
去做 AFM 的量測，其表面粗糙度 rms 約為 0.43nm，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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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Porous ITO 之 AFM 圖。

3-2 元件製程流程
在開始實驗前，我們會先以
我們會先以 Macleod 光學分析軟體、模擬布拉格反射鏡於玻
模擬布拉格反射鏡於玻
璃基板堆疊對數所造成的反射光譜與穿透光譜 選定布拉格反射鏡中心波長為
璃基板堆疊對數所造成的反射光譜與穿透光譜，選定布拉格反射鏡中心波長為
475 nm 的藍光波長，選擇氧化銦錫材料折射率為
選擇氧化銦錫材料折射率為 2.12(at 475 nm)，
，多孔隙氧化銦
錫材料折射率為 1.54(at 475 nm)，因此其材料堆疊厚度分別為氧化銦錫
nm) 因此其材料堆疊厚度分別為氧化銦錫 56 nm 及
多孔隙氧化銦錫 77.1 nm，經由光學軟體模擬對數與反射和穿透率關係如圖 3-7。

(b)
(a)
圖 3-7、模擬布拉格反射鏡
模擬布拉格反射鏡(a) 反射率圖 (b) 穿透率圖
穿透率圖。

在此實驗中，我們先將玻璃基板裁切為適合超臨界腔體的大小的
我們先將玻璃基板裁切為適合超臨界腔體的大小的 1.6 cm×1.6 cm
大小，基板厚度為 500µm ± 25um ，於製程開始前先清洗基板，清洗步驟
清洗步驟：
(1) 先將基板放入裝有丙酮溶液的燒杯中，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中
先將基板放入裝有丙酮溶液的燒杯中 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中，震盪強度設
定為 9，溫度 25 ℃，震盪清洗
震盪清洗 20 分鐘，主要先去除試片表面的粒子以及有機物
主要先去除試片表面的粒子以及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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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基板放入裝有異丙醇溶液的燒杯中，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中，震盪強度設
定為 9，溫度 25 ℃，震盪清洗 20 分鐘，能去除表面油污外主要是溶解殘存在玻
璃表面的丙酮。
(3) 將基板放入裝有去離子水(DI water)的燒杯中，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震盪強
度設定為 9，震盪清洗 20 分鐘，主要是利用異丙醇溶於水的特性，藉由去離子
水來帶走殘留在玻璃表面的異丙醇。
(4) 接著把基板取出，以去離子水沖洗兩分鐘，這樣能夠更完整的清除剩餘玻璃
表面的有機溶劑。
(5) 將清洗乾淨的元件放置，並用氮氣槍吹乾正反面。
(6) 放入 120 ℃的烤箱中烘烤 20 分鐘，去除表面水氣。
超音波振盪器震 20 分鐘

置於丙酮溶液震洗
置於丙酮溶液震洗

超音波振盪器震 20 分鐘

置於異丙醇溶液震
置於異丙醇溶液震洗

去離子水沖洗

超音波振盪器震 20 分鐘

置於去離子水震
置於去離子水震洗

用氮氣槍吹乾

120 ℃烘烤 20 分鐘

烤箱烘乾

圖 3-8、清洗玻璃基板流程圖。

另外具可撓性的 PET 基板，由於 PET 基板會受到丙酮的侵蝕，所以在清洗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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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驟為:

(1) 將基板放入裝有異丙醇溶液的燒杯中，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中，震盪強度設
定為 9，溫度 25 ℃，震盪清洗 20 分鐘，能去除表面油污。
(2) 將基板放入裝有去離子水(DI water)的燒杯中，再放到超音波振盪器，震盪
強度設定為 9，震盪清洗 20 分鐘，主要是利用異丙醇溶於水的特性，藉由去離
子水來帶走殘留在玻璃表面的異丙醇。
(3) 接著把基板取出，以去離子水沖洗兩分鐘，這樣能夠更完整的清除剩餘玻璃
表面的有機溶劑。
(4) 將清洗乾淨的元件放置，並用氮氣槍吹乾正反面。
(5) 放入 120 ℃的烤箱中烘烤 20 分鐘，去除表面水氣。

3-2-1 布拉格反射鏡製作於玻璃基板之堆疊流程
將洗淨之玻璃基版送入 ITO 濺鍍真空槍體，我們以長距離濺鍍方法操作功
率 30 W 沉積出 56 nm 緻密的 ITO 薄膜，濺鍍完成後，再以轉速 2750 rpm、時間
30 s 的參數 spin coating 上一層約 71.1 nm 的 sol-gel ITO，再將基板置於加熱平台
以 120 ℃加熱烘烤 10 分鐘，使薄膜初步定型，再經由超臨界流體以 2000 psi 與
60 ℃參數，並加入 0.1 ml 的 IPA 幫助使超臨界流體處理速度加快與加強帶走有
機物的能力，經過 15 min 處理完畢後形成 porous ITO，再以 IPA 震洗去除表面
因處理產生的微粒與殘留物，吹淨 IPA 後即完成一對材料的 DBR，之後重複上
述流程直至 DBR 對數與其反射率符合我們實驗需求，即完成我們的 DBR，流程
如下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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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鍍緻密 ITO 薄膜

旋轉塗佈 sol-gel ITO

重複堆疊
加熱定型 sol-gel ITO

超臨界流體處理薄膜

圖 3-9、DBR 製作於玻璃基板流程圖。

3-2-2 布拉格反射鏡製作於可撓性基板之堆疊流程
先將洗淨之 PET 基版送入 SiO2 濺鍍真空槍體，濺鍍一層約為 80nm 的 SiO2，
由於 PET 基板是可以撓曲的，若我們直接在 PET 基板上直接堆疊 DBR，基板會
因為應力而產生彎曲的現象，所以我們在堆疊之前會先將基板的背面濺鍍上 SiO2，
用意是為了抵抗我們堆疊 DBR 所產生的應力，使我們的元件不會有彎曲的現象
發生，濺鍍完 SiO2 後，再將基板送入 ITO 濺鍍真空槍體，以長距離濺鍍方法操
作功率 30 W 沉積出 56 nm 緻密的 ITO 薄膜，濺鍍完成後，再以轉速 2750 rpm、
時間 30 s 的參數 spin coating 上一層約 71.1 nm 的 sol-gel ITO，再將基板置於加
熱平台以 120 ℃加熱烘烤 10 分鐘，使薄膜初步定型，再經由超臨界流體以 2000
psi 與 60 ℃參數，並加入 0.1 ml 的 IPA 幫助使超臨界流體處理速度加快與加強帶
走有機物的能力，經過 15 min 處理完畢後形成 porous ITO，再以 IPA 震洗去除
表面因處理產生的微粒與殘留物，吹淨 IPA 後即完成一對材料的 DBR，之後重
覆上述流程直至 DBR 對數與其反射率符合我們實驗需求，即完成我們的 D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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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1 具導電性之布拉格反射鏡分析
4-1-1 具導電性之布拉格反射鏡光性分析
無論是玻璃或是 PET 基板，只要我們在基板上經過一個對數的堆疊，就會
去量測其穿透和反射率，在玻璃基板上，我們從對數為 1.5 對量到 6.5 對；在 PET
基板上，我們從對數為 1.5 對量到 4.5 對，其實際量測與光學模擬的反射與穿透
率比較圖如圖 4-1、4-2 所示，從光譜上來看，每增加一個對數的堆疊，其反射
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且光譜與光學模擬值不會偏差太多，這代表我們可以相
當精確的控制每一層材料的厚度，但是材料經過多層堆疊後，因表面粗糙度增加，
而使的堆疊的難度提高，進而影響到堆疊的精確度。但是在堆疊在 PET 基板上，
由於基板還是會有些許彎曲的現象產生，所以可以看出反射率跟堆疊在玻璃基板
上比較還是會有些許的降低。若是能將堆疊後的表面粗糙度和使用更精確 spin
coating 儀器，還有克服 PET 基板彎曲的問題，在未來，或許我們可以做出更完
美的導電式之布拉格反射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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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4-1、DBR 製作於 (a)玻璃基板 (b) PET 基板之反射率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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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4-2、DBR 製作於(a)玻璃基板 (b)PET 基板之穿透率圖。

4-1-2 具導電性之布拉格反射鏡電性分析
由下圖 4-3，可知 DBR 之對數與片電阻值成反比，這代表每次堆疊的材料
本身的電阻率與厚度都無太大變化，所以成對堆疊使得片電阻反比下降，可以與
圖 4-1 光性量測互相印證，故 DBR 經過多層堆疊後我們還能精確地控制材料沉
膜厚度，與材料物理性質，且 DBR 其片電阻 (30 Ω/□) 也足夠來製作光電元件。
同時我們也量測了堆疊在 PET 基板上的電性分析，如圖 4-4 所示，由量測結果
可知，不管在 PET 或是玻璃基板上製作 DBR，他們的電性都相差不大，這也說
明了我們可以成功地將 DBR 製作於可撓性基板上。

30

圖 4-3、DBR 製作於玻璃基板之片電阻與電阻率關係圖。

圖 4-4、DBR 製作於 PET 基板之片電阻與電阻率關係圖。

4-1-3 具導電之布拉格反射鏡表面形貌分析
由第三章所量測到的 sputtered ITO 和 porous ITO 之表面粗糙度可知，porous
ITO 的表面粗糙度會比 sputtered ITO 來得高一些，而材料在互相堆疊後，表面粗
糙度在多次堆疊後開始變差，在堆疊至 6.5 對 DBR、13 層材料時，其 rms 已升
至 4.4 nm，如圖 4-5，另外堆疊在 PET 基板上的 4.5 對 DBR 如圖 4-6 所示，表面
粗糙度的提升，將會開始影響堆疊材料的精確度，而 spin coating 之厚度會開始
不如一開始的參數準確，因材料堆疊都是以奈米為單位，另外 PET 基板的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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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只要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差異，光譜中心波長就會開始偏移
光譜中心波長就會開始偏移或者是造成
反射率下降，我們原先假定每一層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都是完美的接合
我們原先假定每一層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都是完美的接合
我們原先假定每一層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都是完美的接合，而
因表面粗糙度的關係，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接合的也會隨粗糙度上升而變差
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接合的也會隨粗糙度上升而變差
材料與材料間的接觸介面接合的也會隨粗糙度上升而變差，
是故 DBR 反射率也會隨對數上升，而與模擬值差異有增大的趨勢
反射率也會隨對數上升 而與模擬值差異有增大的趨勢。

圖 4-5、6.5-periods
periods DBR 堆疊在玻璃基板上之 AFM 圖。
圖

圖 4-6、4.5--periods DBR 堆疊在 PET 基板上之 AFM 圖。
圖

另外我們可以由元件的截面圖看出 DBR 堆疊時，每一層材料結構的堆疊情形
每一層材料結構的堆疊情形，
如圖 4-7，每一層材料都沒有因為材料堆疊時而產生崩裂或是損壞
每一層材料都沒有因為材料堆疊時而產生崩裂或是損壞
每一層材料都沒有因為材料堆疊時而產生崩裂或是損壞，所以我們的
製程是相當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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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6.5-periods DBR 之截面 SEM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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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我們成功的使用氧化銦錫與多孔隙氧化銦錫薄膜於玻璃上堆疊布拉格反射
鏡，其中心波長在 475nm 處的反射率可達 95%，截止帶寬為 110nm，整體電阻
約為 2.54×10-3Ωcm，片電阻為 30Ω/□，此外，我們也成功地將此製程應用於可撓
性基板上，在光譜波長為 475nm 處的反射率達 85%，截止帶寬為 126nm，整體
電阻約為 2.76×10-3Ωcm，片電阻為 47 Ω/□。最後我們成功地做出以 ITO 為主要
材料的具導電性之布拉格反射鏡。

最後由於可撓性的基板不像玻璃基板那樣堅固，我們在製作元件時，PET 基
板還是會因為應力的問題而有些許撓曲的現象產生，使我們製作布拉格反射鏡時，
在厚度上的控制會增加許多難度，而厚度的改變就會造成我們量測出來的反射率
或是中心波長與我們模擬的數據會造成些許差異，因此我們要克服製作布拉格反
射鏡，使 PET 基板產生撓曲的問題，可以從幾個方向著手，像是降低 sputter ITO
的應力，或者是降低做超臨界時的壓力，這些都是造成 PET 基板撓曲的問題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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