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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研究藉由動態蒙地卡羅法(Kinetic Monte Carlo)，來模
擬金原子在金基板上團簇擴散形成的的形貌。首先利用分子動力學
(Molecule Dynamics)及Nudged Elastic band法求出金原子對金基板
的能量屏障(energy barrier)，求取金原子與基板間的躍遷頻率以決
定其擴散的方向，再利用三維的動態蒙地卡羅法來模擬團簇擴散後表
面反應系統的微觀機制和表面形貌，以模擬較符合真實的情形。並且
建立不同晶格面的基板來做模擬。
隨著不同溫度和不同團簇大小的條件，模擬所產生的型態做分析
比較，最後，觀察團簇聚積及團簇擴散形成的因素及組成機制，以能
量統計分析討論不同條件對金原子在金基板上動態行為的影響，並對
照文獻數據，了解不同製程參數對薄膜形貌影響的機制，來驗證並修
改模擬的模型，以得到更準確的模擬數據。
由本研究所模擬分析的結果，除了可得知基板溫度、團簇尺寸大
小和不同的晶格面對表面型態的影響，並進而可作為奈米材料的研發
與製造的重要參考依據。發現在低溫至500 K時，半穩態結構的四面
型金字塔的型態及金原子擴散的機制。
關鍵字：動態蒙地卡羅、分子動力學、Nudged Elastic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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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etic Monte Carlo(KMC) algorithm are used to simulate the
evolution of Au cluster on the Au substrate . The morphology of the thin
film and detailed diffusion mechanism can be demonstrated in this study.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M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nergy
barrier(activation energy) of an Au atom adsorbed on the clean surface of
the substrate. Then, the thin cluster evolution process, surface reaction
and surface diffusion of the Au atoms is modeled by KMC method. The
morphologies of the cluster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atoms a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literature on experimental results to demonstrate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which is difficultly observed in experiments.
A three-dimensional KMC simulation model i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experiments in order to identity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KMC model and to modify this model. Nudged Elastic
band simulatio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dsorption energy barrier of an
Au atom on a clean Au substrate surface. From the KMC result a surface
diffusion of Au migration process is proposed. The effect of the substrate
temperature, and the number of atoms duration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Au cluster is obtain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a pyramid structure is
built and collapsed from the corner and edge atoms fellow suit and then
the atoms of top layers do so as well. The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o produce nano-gold (metal)-pyramid from Au cluster s by 1,
melting clusters in short period and then quenching them, or 2.
Depositing Au atoms at lower temperature as well as 500 K with
controlled rat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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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
1-1 前言
由於科技的日新月異，電子元件與電子產品在尺寸上不斷的縮
小，積體電路的線寬也不斷的朝著極限發展，當積體電路的尺寸縮小
到奈米尺寸時，薄膜的電子特性，例如蕭特基障壁（Schottky
Barrier）、量子裝置的電子傳輸和歐姆接觸，將大大的被介面的原
子結構影響，例如元件需要有良好的歐姆接觸，以提升工作效率，延
長元件的使用時間，更可減少能源在歐姆接觸上的損耗。了解金屬和
半導體交界面的情況對微電子裝置的結構和互相連接是重要的[1]。
在積體電路製程中，普遍使用的原料矽既使經過重度的摻雜形成
多晶矽，約帶有數百個μohm-cm的電阻；而隨著元件縮小時，多晶矽
局部連 線 的 電 阻 也 會 增 加 ，而造成更 多 的 電 力 耗 損 及 嚴 重 的 R C
delay，為解決此問題，除了積極的發展low-k材料之外，亦企圖選擇
較低電阻率的材料；利用金薄膜來作為傳導線是十分普遍，且具有
不易氧化、低阻值等優點。
奈米晶體材料，包含奈米複合材料有許多不同的科技上的應用，
奈米晶體材料是包含晶粒大小介於100 nm和奈米尺寸的多晶材料。[2]
因為那是非常小的晶粒尺寸，一個原子在晶粒的邊界有大的體積分
率，例如原子置於缺陷的環境下，這個獨特的材料性質，有很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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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用潛力[3]；與傳統的多晶粗晶的材料比較，奈米晶體材料呈現
出更高的強度/硬度、擴散性的提高、延展性和韌性的增加、密度的
減少、彈性模數的減少、更高的電阻率、比熱的增加、更高的熱膨脹
系數及較低的熱傳導性和較高的軟磁性質[4]。
微電子領域的成長，讓了解完整磊晶成長機制的重要性增加，由
於微電子元件快速生產的需要，建立一個快速、可靠的磊晶成長方法
是必須的，使用奈米團簇對模擬薄膜的成長，可以提供一個比沉積一
個單一原子更廣泛的調整實驗參數方法。

1-2 研究目的
由於並沒有一種辦法在鍍膜過程中即時量測薄膜的形成情況，只
能透過實驗成品的量測，譬如XRD、SEM和TEM所得到的數據，來研究
實驗當中所發生的物理化學反應。薄膜沉積過程中，原子的動態行為
和薄膜形成的方式並沒有辦法觀察到，所以需要利用電腦模擬來求知
實驗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來彌補實驗所不足之處。
對金屬薄膜成長而言，絕大部分的化學氣相沉積(CVD)過程是種
超過單一形式的異相(heterogeneous)沉積過程[5]；直接的長距作用
力和基底間接的長距作用力在許多過程扮演極重要的角色[6] ，本研
究的原子作用力模型，考慮了長程力影響，故可更真實描述薄膜成長。
12

圖一

數值模擬的長度和時間尺度關係圖[7]

目前最廣泛應用的模擬方法為分子動力學、蒙地卡羅法和動態蒙
地卡羅演算法，Kotrla[8]等人對MD、MC和KMC各種模擬方法之間的適
用性有著詳盡的探討，兩者的比較如表一所示，由於原子沉積的時間
尺度動輒是微秒以上，而分子動力學能模擬的時間尺度僅適於奈秒或
微秒尺度，由圖一可知兩者的時間尺度相差甚多，因為原子從一個半
穩態躍遷至另一個半穩態一次就需要幾個微秒，分子動力學無法完整
描述原子之間的擴散行為，而擴散行為是對薄膜沉積結果非常重要的
影響，如果分子動力學不考慮擴散行為的描述，則模擬結果無法與真
實實驗做比對，所以本研究不能單獨使用分子動力學；而蒙地卡羅法
是一種機率與統計結合在一起的數學方法，對於計算吸附原子或分子
在表面上的運動，是非常的合適，尤其是擴散運動，蒙地卡羅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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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鍍膜形成過程中每個粒子的隨機運動，利用各種反應的物理特性
來決定機率規則，按照統計的方式來決定大量粒子的行為，來得到接
近真實情況的模擬效果；因此本研究選擇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為模擬
的方法，因為動態蒙地卡羅法可以將蒙地卡羅法的步階時間和實際的
位移擴散時間結合，有效的擴展了時間尺度，更可以進一步處理非平
衡態的問題。

Methods

Classical

First principle

Molecular dynamics

molecular dynamics

stochastic lattice

deterministic

deterministic electronic

Models a few fitted

continuous space

structure ab initio

parameters

simple potentials

evolution of morphology

growth mechanism

static morphology

kinetics of growth

rates of processes

energy barriers potentials

scaling exponents

energy barriers

Stage of growth

Early to asymptotic

A few layers

sub monolayer

Time scales

1-1000s

≒10ns

10-100 ps

Length scales

10-1000

10-100

≒10

Computer

Mainly CPU time

both

huge on both

CPU time memory

CPU time + memory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Monte Carlo

demands

表一

MD 與 MC 的特性比較[10]

動態蒙地卡羅演算法最重要的是決定哪些是會變動的事件以及
決定那些事件的比率，由於決定事件轉變率的方法不同，動態蒙地卡
羅又可分為(1)specific event KMC (2) Complete table KMC和 (3)
the bond-counting method三種方法[9]，specific event KMC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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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只允許特定的事件發生的方法，它的缺點是會忽略一些重要的過
程，譬如說二種聚物的擴散若不在其允許發生的範圍內，在模擬結果
將不會發生，這將造成很大的誤差；bond-counting method它能可靠
的求取原子的基態而且比較易於使用，不過這個方法的缺點就是只有
收集到最鄰近的原子的相互作用力，不易收集到所有必要的資訊以統
計出完整的事件，所以本論文採取第三種方法：Complete table KMC
是一種將所有可能的事件製程一個很大的目錄，所以每個事件的比率
可以很明確的被計算出來，它能非常可靠的求取原子的基態而且比較
易於使用。
當分子吸附於一固體的表面層上，它的運動行為完全取決於所有
的相互作用位能（也就是全部的作用力）
，若吸附原子或分子非常多，
以致於構成吸附層原子三度空間的成長增加，這種過程叫「晶格成
長」，由於KMC的反應事件是根據該位置的反應機率由亂數來進行選
擇，而各個事件的反應機率又是從原子的相互作用位能計算求得，所
以如何取得正確的活化能(activation energy)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
在，以得到所需的反應事件；至於動態蒙地卡羅法所需的兩個組態之
間過渡的能量屏障值，求得過渡的能障的理論非常複雜，會使計算增
多，本研究利用一個簡明的模型[10-12]：

E i→ j = E 0b + 1/2(E j - E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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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i→ j 代表兩個組態之間過渡的能量屏障值，(E j - E i ) 代表初始的
0

組態和最後的組態之間的能量差， E b 則是一顆原子在平坦的基板
上，開始做擴散時的能障，並且利用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法求取此數值，此方法的優點則是不需要複雜的方法就能求取到
能量屏障。
過去以動態蒙地卡羅模擬團簇在基板表面的相關研究，例如
Kristen等人[10]以動態蒙地卡羅模擬不同吸附原子在基板上所受到
的排斥能和溫度與平均形成島狀的大小，並以銀原子沉積在Pt(111)
基板上舉例，Erik等人[13]利用掃描穿隧式顯微鏡及動態蒙地卡羅
法，分析在不同溫度下銀的島狀物沉積在Ag(111)的基板上的形貌，
觀察島狀物在過渡態下的形貌，Frantz等人[14]使用分子動力學結合
動態蒙地卡羅法，研究銅的奈米團簇在Cu(100)面上的形貌變化，並
且建立一種結構鬆弛(relax)的方法，Kotrla等人[15]模擬銀沉積在
矽基板上的自我組裝，討論不同溫度下的覆蓋率、沉積速率和原子躍
遷比率的關係；Joachim等人[16]則討論超熱能量(Hyperthermal
Energy)的銅沉積在同質磊晶成長(homoepitaxy)的Cu(111)上，討論
覆蓋率和島狀的顆粒數、厚度和粗糙度的關係，Ghosh等人[17]模擬
鋁在鋁銅鐵類晶的表面沉積和擴散的行為，研究是否會和實驗觀察的
結果一樣，會有星狀島狀物的形成，並觀察鋁在島狀物裡非均相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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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和聚集；Imhoff等人[18]討論鉬薄膜沉積在TiO2(110)平面上所形
成的微結構，並探討溫度對平均團簇大小的影響，並研究團簇形成可
能被物理汽相沈積作為在一個薄膜成長實驗過程中控制的參數；
Panagiotis等人[19]利用KMC模擬高溫沉積鉬在TiO2基板上，控制不
同基板溫度，探討對薄膜表面鉬團簇形成的大小和粗糙度的影響和觀
察長程和短程的交互作用力對薄膜成長的影響，而本研究將從上述所
列之參數進行詳細探討。
本論文研究之目標即研究金原子團簇在金基板上，溫度高低對不
同膜厚、表面形貌和是否產生島狀物的影響做探討；並且對不同溫度
下，薄膜所形成的島狀物大小和表面的結構做分析，是否會形成不同
的金團簇也在討論的範圍內，首先使用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模擬求出單一原子在基板上的穩態及能障，將求出的能障數值代
入控制方程式，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做上述參數的模擬，最後比對實
驗的結果，對模擬的模型做修正，以得到更正確的模擬資訊，薄膜製
程是高科技工業重要的一環，諸如半導體積體電路製造、光電顯示器
以及興起的太陽、光電能源等產業，因此了解其內部的動態行為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希冀借此研究能對相關奈米材料的探討產生更大的助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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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理論方法

本研究利用三維的KMC演算法模擬原子在基板上的動態行為，由
於擴散的過程中，原子的移動方向是三維的，故必須建立三維的KMC
模型系統，以較符合真實的模擬情形，並以金原子在不同晶格面的金
基板情況來驗證系統正確性，且建立不同形貌的團簇來做模擬。另
外，在模擬過程中原子在基板上的擴散行為，則是以各事件之轉變率
來決定各事件發生的機率大小，而事件轉變率則是受到原子與基板間
的能量屏障所影響，利用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的原因
是為了求取穩態及能障，以決定吸附原子的擴散方向。
以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模擬求出單一原子在基板
上的穩態及能障之物理參數為基礎，建立不同型態的金團簇在金基板
上的模型，控制各種環境參數以得知表面型態的變化，主要是探討系
統溫度對表面型態產生的影響以及溫度如何控制表面粗糙度和島狀
物的形成，並對照實驗數據，來驗證並修改模擬的模型，以得到更準
確的模擬數據。

2-1 研究方法
2-1.1 分子動力學模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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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裡，利用complete table KMC 這種方法來求取事件轉
變率是比較簡單的，這種方法將用到此方程式 E i→ j = E 0b + 1/2(E j - E i ) ，
E i→ j 代表兩個組態之間過渡的能量屏障值， (E j - E i ) 代表初始的組態

和最後的組態之間的能量差， E 0b 則是一顆原子在平坦的基板上，開
始做擴散時的作用能障，在本研究裡利用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法求取此數值。
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是選取適當的粒子間勢能模
型，而後積分牛頓運動方程式。其計算出之粒子軌跡具有確定性，可
藉以有效求得多粒子系統的動態特性。1970年代以後，電腦的快速發
展，使得大量的計算問題得以解決，又因處理微小元件之及傳輸等問
題日益迫切，使得分子動力學在材料、機械、電子及奈米科學上的應
用及研究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本論文模擬過程的計算流程如下：
1. 首先設定初始值，包含系統溫度、晶格的排列、結束計算條件、
邊界條件及適當勢能的參數等物理量。使用Velocity Verlet演算法
[20-21]，不斷地重覆預測修正分子下一時間步階的位置、速度等，
直到系統達到平衡。
2. 使用適當勢能函數計算原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得到所需要的作用
力、加速度、速度、與位移等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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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原子再利用Velocity Verlet演算法，重覆預測修正分子下一時
間步階的位置、速度等。
4. 重覆步驟(2)-(3) ，直到該時間所有原子計算完成。
2-1.2 勢能模型
由於本研究是用金團簇置於金基板上去建立KMC 模擬的模型，並
跟實驗做比對，所以需要Tight-binding勢能 來求取金原子與金基板
間的勢能。
對於原子及基板原子間的相互作用勢能及參數，本論文採用了適
當的勢能。勢能函數中的所有的參數值，是經由ab initio量子力學
計算、光譜實驗以及結晶學的數據等理論和反覆實驗所定義出來，以
下將介紹本研究所用到的勢能。
金原子間作用勢能
針對過渡金屬（Cu、Co、Al）及貴金屬（Au、Ag），Rosato在1988
年提出Tight-binding(TB)勢能之後[22]，即有很多的學者針對其模
式使用實驗的方式定出不同原子的勢能參數。TB勢能考慮到過渡元素
d軌域電子效應，且形式較為簡單，不論計算的準確性與運算時均優
於不考慮電子軌域效應的多體勢能EAM（Enbedded Atom Method）
[22]。TB勢能可準確的計算出材料的物性及熱力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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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最重要的是其勢能型式簡單，可較節省計算時間，因此可以加大
模擬的空間。所謂Tight-binding 勢能是在作用勢能 E c 中分為鍵結
i

與排斥能二項，如下式中的 E B 和 E Ri 所示

(

E c = ∑ E Bi + E Ri
i

)

(2-1)

E Ri = ∑ A ⋅ exp {− p ( rij / r0 − 1 )}

(2-2)

j

1/ 2

⎧
⎫
E Bi = − ⎨ ∑ ξ 2 ⋅ exp − 2 q ( rij / r0 − 1 ) ⎬
⎩ j
⎭

[

]

(2-3)

j為原子i的鄰近原子(Neighbors)，排斥能 E Ri 以Born-Mayer type
的二體勢能表示，鍵結能 E Bi 則針對不同原子分佈型態作電子雲分佈
的調整，因此以多體勢能的方式來表示。Tight-binding potential
中的四個參數A、p、ξ 和q，分別代表共價能、剪力彈性常數、bulk
module及晶格常數，可針對不同的原子而以實驗的方法求得，各種元
素相對應的參數值如表二[22]所示。
流程圖一為利用分子動力學求取單顆原子在基板上的穩態位
置，在初始條件的設定上，一開始將金基板的模型排列出來，為了尋
找原子在乾淨基板表面上的穩態位置，所以將單一原子置於基板上，
接著利用上述的勢能函數求取基板上擺放的那顆金原子與基板原子
的交互作用力，使用積分法則求得下一步的位置，最後得到單顆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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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淨基板表面上的穩態位置[24]。
A(eV)

ξ(eV)

p

q

Ni

0.0376

1.070

16.999

1.189

Cu

0.0855

1.224

10.960

2.278

Rh

0.0629

1.660

18.450

1.867

Pd

0.1746

1.718

10.867

3.742

Ag

0.1028

1.178

10.928

3.139

Ir

0.1156

2.289

16.980

2.691

Pt

0.2975

2.695

10.612

4.004

Au

0.2061

1.790

10.229

4.036

Al

0.1221

1.316

8.612

2.516

Pb

0.0980

0.914

9.576

3.648

表二 不同金屬之 tight-binding 勢能參數[22]
流程圖二為利用Nudged Elastic band法求取單顆原子之能量屏
障，根據流程圖一所求得可以讓原子運動的溫度下，利用40個過渡態
來統計系統的活化能，統計單顆原子在乾淨基板表面上跳躍所需的能
量屏障因此以下將先介紹Nudged Elastic band法。
2-1.3 Nudged Elastic band(NEB) [24-25]
從一個組態移動至另一個組態需要克服能障，NEB就是為了求取
不同移動的最小能量路徑(Minimum Energy Path)的一種方法，在模
擬系統裡創造排成一列的態的映像(image)，排列在沿著反應物結構
(R)到產物結構(P)的路徑，並且給予態和態之間彈簧的作用力和勢能
的作用力，以求取最小能量路徑；本研究利用NEB模型，求取公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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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裡的參數 E b ， E b 是動態蒙地卡羅法對不同原子擴散路徑所需克服的
能障值。
N −1

N

k
S(R 1 ,..., R N ) = ∑ Ε(R i ) − ∑ (R i − R i −1 ) 2
i =1
i =1 2

圖二

(2-4)

NEB模擬過渡態的示意圖

由圖二所示，R0是反應物結構，RN是產物結構，兩者的位置需要
事先得知且在NEB裡是固定的點，藉由每個態的受力情形，由R1至RN
這些態來決定過渡態路徑。
∧

∧

∇Ε(Ri ) ⊥ = ∇Ε(Ri ) − (∇Ε(Ri ) ⋅ τ∥i ) τ∥

圖三

(2-5)

過渡態在垂直路徑方向所受的作用力，右圖解釋力的作用方向
∧

τ∥ 代表在每個過渡態路徑上的單位切線量。由圖三所示，對每
個態而言，態在沿著路徑的垂直方向受到系統給予的勢能作用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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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往最小能量路徑移動直到受力為0。
s

F

i ∥

圖四

過渡態在沿著路徑水平方向所受的作用力
∧

Fi∥ = k( Ri+1 − Ri − Ri − Ri−1 ) τ i
S

τi =

R i − R i −1
R − Ri
+ i +1
R i − R i −1
R i +1 − R i

(2-6)
(2-7)

由圖四所示，為了確保每個態之間的連續性，在沿著路徑的水平
方向引入虛構的彈簧作用力。

圖五

在空的 Au(100) 基板上的原子吸附位置,

最高活化能的躍遷位置
圖五為一個 fcc 的<100>基板，A→B 是 bridge diffusion、A→C
是 top

diffusion，圖六為一個吸附原子在空的 Au(100)基板上的遷

移路徑(鬆弛系統)，利用 40 個過渡態來計算系統的活化能，曲線上
的每個點代表在系統鬆弛後，在擴散路徑上每一個過渡態，求得
24

EAB=0.54 eV、EAC=0.99 eV。

圖六 利用 NEB 求取一個吸附原子在空的 Au(100)基板上的
遷移路徑活化能(鬆弛系統)

2-2 模擬方法
利用分子動力學及Nudged Elastic band求得單顆金原子在基板
上移動的能障之後，將以動態蒙地卡羅法中的Complete table KMC
模擬薄膜擴散移動的行為，由於動態蒙地卡羅法是由蒙地卡羅法演變
而來，因此以下將先介紹蒙地卡羅法。
2-2.1 Monte Carlo（MC）Simulation 蒙地卡羅法：
蒙地卡羅演算法是由Metropolis等人在1953年提出，發展至今已有
五十年的歷史。由於其具有簡單及實用的特性，因此目前還是被廣泛
地運用在各種最佳化的問題中。對於要模擬的系統而言，在固定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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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用蒙地卡羅演算法模擬，能量會隨著計算量的增加而逐漸減小，
最後能量會達到較小的穩定值。雖然計算過程簡單，但必須大量取樣
才能得到精確的結果，故計算量會較大。以下將對蒙地卡羅演算法的
理論部份做介紹。
系統組態是隨著時間做改變，故可利用控制方程式（master
equation）來描述與時間相關的行為，表示如下
∂Pn (t )
= − ∑ [ Pn (t )π nm − Pm (t )π mn ]
∂t
n≠m

(2-8)

其中， Pn (t ) 為在時間t 時組態n 出現的機率， π nm 稱為由n 改變
。在平衡的狀態下，∂Pn (t ) / ∂t = 0
為m 組態的轉變率（transition rate）
且由式（1）可得
Pn (t )π nm = Pm (t )π mn

(2-9)

上式代表著二種組態互相變化的機率會相同，稱為細部平衡
（detailed balance）。
在Metropolis MC運算中，最終之目的為使系統達到細部平衡。
在絕對溫度T 下，系統在某一個能量 E i 下的分佈機率，可用
Boltzmann分佈表示

Pi =

1
exp(− E i / K B T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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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其中， exp(− Ei / K BT ) 稱為波茲曼因子（Boltzmann factor）， K B 為
波茲曼常數， E i 為系統的總能量，而 Z 稱為配分函數（Partition
function），定義如下

Z = ∑ exp(− Ei / K B T )

(2-11)

i

其中， i 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能量狀態。由式（3）可知，在相同的溫
度下，能量較低的狀態，分佈機率會較大。但是單純的利用式（3）
的結果進行比較，由於資料量過多，造成每個能量出現的機率幾乎為
0。因此，必須採用Metropolis算法中的重要取樣（important
sampling）來改善掉入區域最小解的機會。
Metropolis MC中的重要取樣，其方法為：先求出前一次的能量 Vm
（old）後；再利用隨機的方法更新系統的組態，求出新的能量 Vn
（new）。若 Vn < Vm ，表示 Vn 的狀態可被接受，則系統更新為新的組
態；如果 Vn > Vm ，為了避免掉入區域最小解，故將新的能量達成平衡
之機率 Pn 比上前一次的能量達成平衡之機率 Po 後會得到一個小於1的
數值 A ，如下所示

A=

Pn exp(− βVn )
=
= exp[− βδVnm ]
Po exp(− βVm )

(2-12)

其中， β = 1 / K B T ， δVnm = Vn − Vm 。利用亂數製造一個介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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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亂數 ξ 。當 ξ < A 時，新的組態被接受，則系統會更新為新的組
態；若 ξ > A ，則新的組態不被接受，系統回復為前一次的組態。而
接受與不被接受的比例，將以人為的方式調整至約為 50% 。
由於蒙地卡羅法只取決於原子移動前後的組態，就可以求得所需
的能量差( δVnm )， δVnm 代表 Vn 、 Vm 兩種組態的能量差。
在系統的模擬時，首先以人為的方式設定系統的初始結構，並求出
原始系統的能量 Vm；接下來利用隨機的方法找到一顆原子，表示如下

O = N * Rn + 1

(2-13)

上式中， O 為利用亂數所選定的原子， N 為系統中原子的數量，

Rn 為一 [0,1] 區間的亂數。選定原子後，以亂數來決定原子位移的方
向，則可得到位移後原子的位置為
rn = r (O) + (2 * Rn − 1) * δVnm

(2-14)

得到新的組態後，即可求出新組態的能量 Vn 。最後產生亂數 ξ ，判
斷新的組態是否被接受；若新組態不被接受，則回到前一次的組態重
新以亂數選定及位移原子。將上述Metropolis算法可歸納為以下步
驟：
1.

給定一初始結構，並求出初始結構的能量。

2.

由初始結構中隨機選定一顆原子，並將選定的原子以隨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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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到新的位置，可得到新的組態。
3. 求出新組態的能量，並產生一亂數 ξ ，並判斷是否為

ξ < exp(− βδVnm ) 。若結果為是，則新的組態會被接受，並取代前
一次的結構；反之，新組態不被接受，回到前一次的組態，並重
新選取及位移原子。
4.

重複2.至3.的步驟，直到整個系統的能量達到較小的穩定值。
如今蒙地卡羅法已經用在很多微觀領域的觀察，被廣泛地用來模擬

各種平衡態的統計力學問題[26]，以及量子統計問題，但是蒙地卡羅
法並沒有時間的物理量在裡面，所以沒有辦法探討暫態的變化過程，
因此本研究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這種方法可以將步階時間和實際的
位移擴散時間結合，有效的擴展了時間尺度，更可以進一步處理非平
衡態的問題
2.2.2

Kinetic Monte Carlo（KMC）Simulation動態蒙地卡羅法

KMC是一個反應事件的隨機數模型，它包含表面粒子的碰撞、移動
等事件，透過操作事件的序列來描述系統的動態演化過程。KMC與傳
統的MC方法相比，它將蒙地卡羅的步階時間和實際的位移擴散時間結
合起來，有效的擴展了時間尺度，可以很有效的處理非平衡態的問題。
系統組態是隨著時間做改變，故可利用控制方程式（master
equation）來描述與時間相關的行為，表示如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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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t )
= ∑ [ Dn (t ) wn' →n − Dn (t ) wn→n' ]
∂t
{n' }

(2-15)

在平衡的狀態下， ∂Dn (t ) / ∂t = 0 且由式（1）可得
Dn' (t ) K n' →n = Dn (t ) K n→n'

(2-16)

上式代表著二種組態互相變化的機率會相同，稱為細部平衡
（detailed balance）在KMC運算中，最終之目的為使系統達到細部
平衡
在動態蒙地卡羅法裡，以各事件之轉變率（transition rate）來
決定各事件發生的機率大小， Dn' (t ) 為在時間 t 時組態n’出現的機
率， Dn' →n 稱為由n’改變為n組態的轉變率。通常 Dn' →n 如下：

Dn' →n = ν exp[-E{n' →n} /kT]

圖七

(2-17)

E 0b 求取的示意圖

E{n '} 為吸附原子遷移所需克服的能障，如圖七所示，而 E {n '} 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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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是用下列的方程式所求取的，這是Kristen等人所提出一種有
效求取兩個組態之間過渡的能量屏障值的方法[10-12]，但無須使用
非常複雜的理論，可以直接求取過渡狀態之能量。

E n' → n = E 0b + 1/2(E n - E n ' )

(2-18)

E 0b 是利用 Nudged Elastic band 算法求得，先用分子動力學演算

法判別在求取單顆原子在基板上的穩態位置，利用所求取一顆原子在
平坦的基板上的反應物結構和產物結構，再求出原子在乾淨基板表面
上跳躍所需的能障，利用 40 個過渡態來計算系統的活化能，即可得
0

到 E b 的參考值：

E 0b = (E1+……+En)/n

圖八

(2-19)

原子可能的原子鍵結環境與擴散路徑

模擬過程中，表面上所有表層原子會在基板表面的各個方向遷移
擴散，圖八為可能的原子鍵結環境與擴散路徑，有標示X的代表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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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任一的表層原子，其可擴散的路徑包含了最鄰近的12個晶格點
(編號1-12)， E 0b =0.54 eV，以及跨越原子擴散(Top diffusion)包含
0

的4個晶格點(編號13-16)， E b =0.99 eV。
上述的蒙地卡羅法是求原子移動前後的組態，可是動態蒙地卡羅
法卻是求過程中這段勢能的差異，由於求取這段勢能差異的值需要非
常複雜的理論，所以本研究採用Kristen等人發表的方法[10]，只需
要跟蒙地卡羅一樣知道前後組態的能量差，還有在乾淨平面上單顆原
子移動的能障，就可以得到系統從n’組態轉變為n組態的能障。
計算事件發生的反應時間，假定表面有Ni(i = 1,2,3……s)個反
應事件，每個事件的反應機率為Dj(j= 1,2,3…… Ni)，那反應時間為
[28,29]：

Δt = −

ln(rrand )
∑ Dno →n'

(2-20)

n'

某位置的反應事件由隨機數根據該位置的反應機率來進行選擇，
為：

Rj =

Dj

j = 1,2,3......N i

Ni

∑D

(2-21)

j

j =1

由於原子沉積的時間尺度動輒是微秒以上，分子動力學無法模擬
如此大的時間尺度，因此本研究利用KMC方法來模擬原子的隨機運
動，依照每種反應的特性來設定機率規則，以大量粒子來做統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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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達到最終目的細部平衡。本研究KMC方法的步驟如下：
1. 先設定系統所需參數，如晶格常數、實驗溫度和吸附原子移動的能
障等。
2. 依據需要研究的初始結構，在基板表面上建立特定形狀大小團簇。
3. 接著將單顆原子的擴散時間歸零，這個動作的目的是便於計算所有
原子的擴散時間。
5. 統計每個原子四周所佔據的粒子數目，再利用complete table KMC
方法，這是一種涵蓋了所有可能事件的表格，這個子程式代表原子
在週遭粒子數不同時，每個事件所會擴散的比例。將統計的原子四
周佔據的粒子數目代入這個子程式，則可得到各個原子不同方向的
擴散率，表示如下：
D(n,jn)
其中，n為第幾顆在基版上的原子，jn為原子擴散的測試方向（trial
position），流程圖三為各個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的求取過程。
6. 下圖座標的總長代表每顆原子不同方向擴散率總和，利用正規化
(normalize)的方法，將亂數r乘以總擴散率，表示為D_rand，設計
迴圈從第一顆表面原子的各個方向擴散率開始加總，每加總一次則
和亂數選擇出的D_rand做比較，若D_rand較小，由最後加總那顆原
子的擴散選為實際發生的原子擴散，即以第n顆原子的第jn方向作
擴散，若D_rand較大，則繼續累加原子下個方向的擴散率，並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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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rand做比較，如圖九所示：
D(1,1)
∑ D n'→n
n'

D(n,jn )
∑ D n'→n
n'

D _ rand
∑ D n'→n
n'

D(natom,j)
∑ D n'→n
n'

1

0

圖九

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總和

7. 利用擴散率來計算這顆被選取原子的擴散時間，並開始令下一顆
原子做擴散移動。
8. 重複2.至7.的步驟，直到達成預設將在基板上擴散移動的原子數。
流程圖四所示為在等溫下，初始條件溫度 T 時之動態蒙地卡羅電腦
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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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數值方法

3-1 數值統計方法
3.1.1 時間圖(Simulation Time)
與分子動力學模擬方法比較，動態蒙地卡羅法排除了原子震盪的
因素，使的模擬時間可以達到以秒為單位的時間尺度，與傳統的蒙地
卡羅法方法相比，它將蒙地卡羅的步階時間和實際的位移擴散時間結
合起來，有效的擴展了時間尺度，可以很有效的處理非平衡態的問
題。因為系統組態是隨著時間做改變，故可利用控制方程式（master
equation）來描述與時間相關的行為，所以動態蒙地卡羅法可以提供
對物理和化學系統的動態較長時間尺度的模擬。
動態蒙地卡羅對應實驗的真實時間，根據Hamad的研究[30]，證
明動態蒙地卡羅的時間尺度與物理的時間尺度的關係，它具有被擴散
的能障影響的獨特關係，平均每次擴散的時間為：
Δt = −

1
∑ Dn' →n

(3-1)

n'

如果是針對特定事件計算發生的反應時間，由於是隨機分佈，公
式(3-1)可改寫成(3-2)，Dn →n ' 是所有可能事件的轉變機率，rrand是介
0

於0到1之間的亂數，則特定事件的反應時間為[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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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 = −

ln(rrand )
∑ Dn' →n

(3-2)

n'

3.1.2

勢 能 圖 (potnetial-energy map) 與平 均 吸附 能 (cohesive

energy)
本研究利用Tight-Binding勢能計算原子與原子間的排斥能和鍵
結能，透過此多體勢能計算原子間的相互作用力，並利用鄰近原子表
列法簡化電腦計算，用圖形將每顆原子受到的勢能表現出來，則會形
成一個在系統表面的勢能圖，並且利用不同顏色表示勢能大小，可用
來呈現原子吸附的強弱程度[11]。
平均吸附能即為單一原子受其他原子之作用勢能的平均值，在此
之計算方法即累加所有原子間的勢能後除以該區間的原子數量，平均
吸附能定義為：
n

EC_avg =

∑E

(3-3)
i

i =1

n
n

上式中，n為模擬系統內之原子總數， ∑ Ei 為系統內所有金原子
i =1

間的交互影響能量。利用團簇與基板間的吸附能，可以獲得團簇結構
改變的原因與金奈米團簇在金基板表面的擴散規則，經由平均吸附能
的計算，可發現在某些條件(例如表面形貌改變)下平均吸附能的數值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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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深寬比(aspect ratio)
利用深寬比(aspect ratio, R)可解釋團簇的型態改變機制，R
值定義如下[31]：

R ≡ 〈 p z2 〉 / 〈 p w2 〉

(3-4)

其中pz代表團簇最大的垂直高度，pw代表團簇最大的水平長度；
高深寬比的結構體，可以增加結構的強度或電磁特性，根據
Wulff–Kaishew理論[32]，團簇的形貌大部分的趨勢在於降低表面能
量和和增加與基板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3.1.4 自由能(free energy)
在熱力學當中，自由能指的是在某個熱力學過程中，系統減少的
內能可以轉化為對外作功的部分，它衡量的是在一個特定的熱力學過
程中，系統可對外輸出的「有用能量」。由於原子擴散過程是自發反
應，因此擴散過程總是往自由能減少的方向進行。
對不同的熱力學過程，可以定義不同的「自由能」，最常見的有
吉不斯(Gibbs)自由能和亥姆霍茲(Helmholtz)自由能。在動態蒙地卡
羅演算系統中，由於運算過程不考慮壓力；故研究系統統計之自由能
公式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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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U − TS

(3-5)

U是系統的內能並且是負的(因為是束縛能)，T是溫度，S是熵
(entropy)。由前述公式，計算自由能必須要有系統之內能、溫度與
熵。從本論文動態蒙地卡羅程式所計算結果，可得知系統在溫度T時
的內能與原子空間分佈的位置。利用原子空間位置可計算微觀狀態數
量代入波茲曼熵的關係式：

S = k (ln Ω)

(3-6)

公式中的k是波茲曼常數，Ω則為該宏觀狀態中所包含之微觀狀
態數量，根據波茲曼熵的定義，熵是一則關於狀態的函數，並且因為
Ω是一個自然數(1,2,3……)，熵必定是個正數(對數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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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擬流程圖

開始

初始條件設定：
將金基板結構排列出來

在基板上擺置一顆金原子

利用勢能函數計算原子間的相互作用力
For step=1
to N
利用積分法則(Velocity Verlet)
運算下一時間步階位置及速度

No
單一原子在此座標
上是否鬆弛(relax)

Yes
記錄此位置座標

結束

流程圖一、求取單顆原子在基板上的穩態位置，分子動力學電腦
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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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初始條件設定：讀入反應物結構和產物結構
設定流程圖一所得到的溫度

在反應物結構和產物結構之間
插入一串的過度態

利用勢能函數計算原子間的相互作用力

利用勢能作用力及彈簧力運算下一
步階作用力及位置

For N=1 to No. of
sweep

計算並統計每個態的勢能

達到所要步階數

Yes
結束

流程圖二、利用 Nudged Elastic band 求取單顆原子在基板上移
動的能障的電腦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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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求鄰近和周邊的原子數目

計算第 n 顆原子臨近一個
方向是否有原子佔據

換下個方向擴散

計算沉積原子鄰近的原子數目

For N=1 to Natom

累積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

No
原子選擇擴散位置是空的
Yes
周邊原子數代入 diffrate.f 子程式得到擴散率

擴散率為 0

換下個方向擴散

For N=1 to Natom

得到各個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

流程圖三、在等溫下，動態蒙地卡羅電腦模擬R_diff(i,j)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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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設定參數

排列初始結構

求鄰近和周邊的原子數目

得到各個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

For N=1 to No. of
diffusion

累積原子不同方向的擴散率

No
亂數決定的擴散率≦累積擴散率
Yes
決定原子擴散後位置

進行下一次原子擴散

輸出擴散時間
No
結束

流程圖四、在等溫下，初始溫度T時之動態蒙地卡羅電腦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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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動態蒙地卡羅法模擬的方法模擬金團簇置在金基板上
的動態行為，第一節先討論不同溫度對團簇構型的影響，接著於第二
節討論不同大小的單一團簇，分析不同大小團簇的動態行為差異，於
第三節討論團簇置於不同晶格面的基板，研究團簇在擴散後形成的不
同形貌的原因。

4-1 不同溫度對單一團簇結構之影響
在此將探討系統為 321 顆金原子置於 Au(100)基板上，分別在三
種不同的溫度下(500 K、700 K、1000 K)時，可能形成的各種結構，
這不同系統溫度下的結構各在 Au(100)表面擴散時，皆會令金原子與
金基板原子間產生不同方向的擴散。這些擴散的路徑與不同過渡態的
形貌有關。由以下各節說明：

4-1.1 物理模型之建構

圖十是 321 顆金原子組成的球狀團簇置於金基板表面的模型，
321 顆大小的團簇約為直徑 1.8 nm 大小的團簇[34]，模擬系統的維
度為 15a0×15a0×15a0，a0 是金的平衡晶格常數，大小為 4.079 Å，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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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原子數為 450 顆，基板總共有四層原子，底層為固定層，由金
原子依據面心立方(face-centered cubic)排列成<100>平面。

(a)

(b)

圖十 321 顆金團簇在 Au(100)之物理模型(a)立體圖(b)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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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與 Y 兩個方向設定為週期性邊界的系統條件；利用鄰近原
子表列法搜尋每顆原子的周圍是否有可移動的空的晶格點，據此判斷
原子是否可做擴散移動，如圖十分別以白色表示無法做擴散移動的原
子，紅色為有機會做擴散移動的原子。

4-1.2 不同的溫度下擴散的形貌

圖十一所示是 321 顆金原子團簇置於 Au(100)基板上在 500 K 溫
度下的上視圖，隨著時間步階產生的不同形貌圖，圖中的各種顏色代
表原子的不同高度，由高至低分別是紅橙黃綠藍的顏色，圖八(A)為
初始結構將金原子排列成球狀團簇，由圖十一(B)觀察出在時間為
-4

4.55×10 s 時，團簇從球狀構型轉變成類似金字塔的角錐形狀，到圖
十一(C)仍維持圖七(B)類似金字塔的角錐團簇。

圖十二是 321 顆金原子團簇置於 Au(100)基板上在 700 K 溫度下
的上視圖，形貌的變形量介於 500 K 和 1000 K 兩種溫度下形貌之間，
與圖十一差異較大的地方是團簇並沒有維持在金字塔狀的過渡態，圖
-5

十二(C)為系統經過 1.07×10 s 後的上視圖，可以觀察到金字塔狀的
結構消失，轉變成類似平緩土堆的構型，使的團簇的高度降低，圖十
三是 321 顆金原子置於 Au(100)基板上在 1000 K 溫度下的上視圖，
可觀察到 1000 K 時團簇崩塌的速度較 500 K 和 700 K 下的團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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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圖十一 系統溫度為 5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表面經過不同時間的上視圖 (A)初始結構 (B) 4.55×10
(C) 3.60×10

-3

-4

s

s
(B)

(A)

(C)

圖十二 系統溫度為 7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表面經過不同時間的上視圖 (A)初始結構 (B) 2.08×10
(C) 1.07×10

-5

-6

s

s

(A)

(C)

(B)

圖十三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表面經過不同時間的上視圖 (A)初始結構 (B) 1.73×10
(C) 7.44×10

-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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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4-1.3 動態行為

本節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研究，在不同步階數下來觀察金團簇在
Au(100)基板上的動態變化情形，圖十四顯示了金團簇的鬆弛機制，
從金字塔團簇結構的形成和倒塌的過程，主要從懸突原子(overhang
atom)先進行擴散移動，在圖十四(A)那些在團簇表層的懸突原子開始
擴散，擴散移動至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上，使的矩形的基底擴散(由
於<100>的底層表面)，由圖十四(B)可以觀察到原本向內凹陷的球狀
底層，沿著<111>的晶格面長成向外凸出的底座，團簇的上半部也因
為擴散移動而逐漸沿著<111>面排列，在這矩形的基底上形成了更小
的矩形層次，這個過程一直重覆直到形成了金字塔的團簇結構。
在圖十四(C)是團簇排列成金字塔狀的開始崩潰的形貌，團簇最
高層的原子開始沿著團簇面與面之間交界的溝(ditch)往下擴散，在
圖十四(D)這些在團簇較高層的原子，沿著團簇面與面之間交界的溝
擴散至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上，可以從圖中清楚觀察到團簇面與面
之間交界的溝。

一座金字塔狀的團簇從失去四個角落的原子開始，團簇與基板交
界的邊緣原子也隨著變化，團簇最上層的原子也順著溝往下擴散，整
個崩潰的過程就像是旅鼠遊戲，團簇是依照每一層的順序由上而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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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四個角落的原子就像是弄蛇人一樣引領著團簇崩潰。

(A)

0.37 ns

(B)

4.78 ns

(C)

22.9 ns

(D)

34.3 ns

圖十四 金原子在 Au(100)面上，懸突原子的鬆弛機制，利用動態蒙
地卡羅法，(A)用箭號標示起來的原子，是懸突原子的擴散方向，(B)
用箭號標示起來的原子，將擴散至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上，(C)用
箭號標示起來的方向，是團簇崩潰時原子的擴散路徑，(D)是團簇崩
潰過程中，團簇最上層的原子將會擴散至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上

4-1.4 吸附性質

於本節中，將探討 321 顆金原子置於 Au(100)基板上於不同溫度
時的吸附性質，首先由圖十五(a)可觀察到當系統溫度設定 1000 K 時
金原子與金基板間產生的吸附能圖，由於圖十五(a)是尚未經過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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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結構，所以團簇上吸附能較小的地方較多，在圖十五(b)則是
團簇轉變成金字塔狀結構時的吸附能圖，其中吸附能最大的是不能擴
散移動的內層原子，其次是角錐面上<111>面的原子，最小則是 Au(111)
面交界的溝，由圖十四(C)可發現團簇是從最高層的原子開始沿著團
簇面與面之間交界的溝往下擴散，因為溝上的原子吸附能是最低的，
所以金字塔形貌是先形成吸附能較大的角錐面上<111>面，最後才擴
散填補團簇面與面之間交界的溝。

(A)

(B)

圖十五

(C)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的表

面經過不同時間的勢能圖， (A)初始結構 (B) 1.73×10
(C) 7.44×10

-8

-8

s

s

在圖十六將利用深寬比和系統總能，探討金原子在金基板上的不
形貌和溫度下之結構差異，系統總能會受金原子吸附於基板表面時的
-8

構形影響，而決定與金基板間吸附的能量。在圖十六，在 2×10 s 的
平均吸附能已達到穩定，從數值上的比對可發現雖然系統總能沒有降
低，可是深寬比卻明顯的變小，而自由能也隨著降低，因此形貌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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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狀團簇擴散為金字塔的團簇，再逐漸從 Au(111)面交界的溝向下擴
散，直到成為攤平的土堆狀結構。
(b)
(c)

(d)

(a)

2．10-8

4．10-8

6．10-8

8．10-8

圖十六 系統平均吸附能的曲線(上部的圖) 和計算的深寬比 (下部
的圖)，系統為 321 顆 FCC 晶格面的金團簇在金<100>面上，溫度
1000 K，對應不同的時間，上部的形貌圖在 (a) 0 s (b) 2×10
(c) 4×10

-8

s (d) 8×10

-8

-8

s

s

圖十七為系統溫度在 500 K、700 K 及 1000 K 時，321 顆球狀的
金團簇在的 Au(100)表面的平均吸附能圖，可以發現在相同團簇原子
數下，系統溫度越高的形成金字塔形貌所需的時間越少，在 500 K，
團簇在轉變成類似金字塔形貌過渡態是最穩定的態，以及在相同時間
下，溫度越高團簇崩潰的速度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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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0K

2．10-3

4．10-3

6．10-3

4．10-6

2．10-8

圖十七

8．10-3
T=700K

8．10-6

4．10-8

T=1000K

6．10-8

1．10-2

1.2．10-5

8．10-8

系統溫度為 500 K、700 K 及 10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

簇在的表 Au(100)面的時間與平均吸附能圖

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求取反應時間的公式 Eq(2-21)，得到表三
當系統溫度為 500 K、700 K 及 1000 K 時，結構鬆弛到特定的團簇高
度(層數)與其對應的時間(秒)，表三用斜線代表空缺的欄位，是本論
文模擬的時間裡，並沒有觀察到在溫度 500 K 下有低於七層高度的團
簇和在溫度 700 K 下低於四層高度的團簇，此外，當不同溫度下的團
簇崩潰到相同的高度時，溫度越高所需耗費的時間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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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簇高度(層)

8

7

6

5

4

溫度(K)

500

3.20×10-4 s 1.43×10-3 s

700

2.06 μs

2.63 μs

3.32 μs 8.43 μs

1000

17.4 ns

22.6 ns

26.3 ns

40.6 ns

58.1 ns

表三 系統溫度為 500 K、700 K 及 1000 K 時，當結構鬆弛到特定的
團簇高度(層數)與其對應的時間(秒)

4-2 不同大小的團簇對結構之影響
上一節是探討不同系統溫度下對團簇結構的影響，這節是討論
不同大小的團簇將如何影響形成的團簇結構，不同粒子數的團簇分別
代表不同的真實團簇大小，於本節將探討在系統溫度 1000 K 下，160
顆及 321 顆金團簇置於 Au(100)基板上之結構型態與動態行為比較，
並討論不同初始結構的團簇，由模擬結果可觀察到不同團簇大小於
Au(100)基板表面，會產生不同的結構，以下將透過各種大小的團簇
與基板之間的勢能圖、自由能等參數之分析，來解釋團簇成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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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團簇大小對時間和時間的關係

(a)

2.5．10-3

160 atoms
321 atoms
T=500 K

-3

1.5．10

5．10-4

0

20000

6．10-6

40000
60000
step

80000

100000

80000

100000

80000

100000

160 atoms
321 atoms

(b)
T=700 K

4．10-6

2．10-6

(c)

0
5．10-8

20000

40000
60000
step
160 atoms
321 atoms
T=1000 K

3．10-8

1．10-8

0

20000

40000
60000
step

圖十八 160 顆與 321 顆球狀團簇，在溫度(a)500 K、(b)700 K、(c)
1000 K 下的時間與步階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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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顯示團簇其擴散次數、時間與形貌的關係圖，分別是 160
顆和 321 顆金原子置於 Au(100)基板上於溫度 500 K、700 K 與 1000 K
時，160 顆大小的團簇約為直徑 1.43 nm 大小的團簇，由圖十八可知，
由於每個步階數代表單一原子從一個組態轉變為另一個組態，不同的
團簇大小影響了每次擴散移動所需的時間，當曲線斜率越小時，代表
原子在基板表面擴散的次數較多；當曲線斜率越大時，則表示原子在
團簇表面擴散的次數較多，圖十九顯示了不同的團簇大小其表面的吸
附能的差異，小顆的團簇不同組態間勢能相差較大，在團簇表面的擴
散移動發生次數較多，因此組態轉變所需的時間較長，團簇的大小亦
會影響崩潰至固定層數所需要的時間，因為大的團簇需要崩潰的原子
數較多，因此花費的時間較長。

(a)

(b)

圖十九 160 顆與 321 顆球狀團簇，溫度 1000 K，其側視的
吸附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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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不同的初始團簇結構

團簇的構型改變除了使吸附力產生變化外，亦會使的團簇基板
之間的運動行為受到影響，為了驗證初始結構是否會影響金字塔形貌
的形成，圖二十(a)初始結構為立方體的團簇，是 108 顆金原子在溫
度 1000 K 置於金基板的立方體團簇，由圖二十(b)，立方體團簇在
5.82×10

-9

s 即形成金字塔的結構，因此將團簇初始結構排列成立方

體形狀仍會產生金字塔形貌的過度態。
(A)

(B)

(C)

圖二十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108 顆正方體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表面經過不同時間的上視圖 (A)初始結構 (B) 5.82×10
(C) 4.53×10

-8

-9

s

s

團簇的構型改變除了使吸附力產生變化外，亦會使的團簇基板
之間的運動行為受到影響，為了驗證初始結構是否會影響金字塔形貌
的形成，圖二十(a)初始結構為立方體的團簇，是 108 顆金原子在溫
度 1000 K 置於金基板的立方體團簇，由圖二十(b)，立方體團簇在
5.82×10

-9

s 即形成金字塔的結構，因此將團簇初始結構排列成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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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狀仍會產生金字塔形貌的過度態。
(A)

(B)

圖二十一 (A)圖為團簇置於真空下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求得穩
態形貌的吸附能圖，(B)圖為截角八面體的示意圖
(A)

(B)

(C)

圖二十二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201 顆截角八面體的金團簇
在 Au(100) 表面經過不同時間的上視圖 (A)初始結構 (B)
1.79×10

-8

s (C) 4.40×10

-8

s

為了避免人為的排列影響了模擬結果，所以利用動態蒙地卡羅
法，先將團簇置於真空中，使系統的總能到達全域最小值(Global
minima)，產生了截角八面體(truncated octahedron)的初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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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此團簇置放到基板上開始做擴散行為的模擬，圖二十一(A)為團
簇置於真空下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求得的穩態形貌，圖二十一(B)為
截角八面體的示意圖[35]。圖二十二是初始結構為截角八面體團簇的
形貌演變圖，在圖二十二(B)為形貌演變的半穩態，顯示團簇初始結
構改變，仍會產生金字塔狀的過渡結構。

4-2.3 自由能統計[33]

初始條件

系統已知的初始條件為基板表面原子數量 Nss 與置於基板上團簇
原子數量 Nc

Nc + Nss = (Nc + Nj) + Nss－Nj

(4-1)

= Nus + Nss－Nj
則 Nj = Nus－Nc = Nh

(4-2)

其中 Nj 代表由基板表面所跳出的原子總數，Nh 表示基板原子跳
出後所產生的空洞總數，Nus 為高於基板表面總原子數目。模擬過程
中產生形貌變化包含兩部分；一部分是來自基板表面的結構變化，另
一部分是團簇結構的改變。

基板表面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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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基板表面原子數目 Nss 代表原來在基板表層原子就有這麼多
空位，扣除基板表面與團簇接觸原子數 Ncount，因為這些原子周圍空
位被佔據而無法移動，所以可提供空位數 Na 為：
Na = Nss－Ncount

(4-3)

再考慮跳離原來基板表面原子，所以可移動的原子 Nms
Nms = Nss－Ncount－Nj

(4-4)

Na

則在基板表面所有微觀狀態數量為： C Nms 。
團簇結構的改變

本論文將團簇表層可移動的原子數目令為 Nshell，所以在團簇表
面可移動原子數 Nmu 為:
Nmu = Nshell

(4-5)

當團簇小到某一程度大約 1 到 2 nm，團簇表層可移動的原子可
以擴散的位置包含了約略等於表層的原子數，所以有 Nshell 個位置，
還有基板表面上的空位，但因為原子擴散而造成的空洞是無法被佔據
的，如圖二十三所示，所以：

Nb = Na + Nshell

(4-6)

Nb

則在團簇結構所有微觀狀態數量為： CNm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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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自由能公式與團簇對應的的示意圖，藍色為團簇表層原子
Nshell，紅色為基板表面高度以上的原子，綠色為受團簇影響不能移
動的基板原子 Ncont

圖二十四為 321 顆團簇原子在 1000 K 溫度下的自由能統計圖和
-8

形貌結構圖，圖(a)是初始結構、圖(b)是在 1.9×10 s 的結構、圖(c)
-8

是在 3.6×10 s 的結構、圖(d)是在 5.4×10
-8

7.3×10

-8

s 的結構、圖(e)是在

s 的結構，針對基板表面原子與團簇所計算的平均自由能。

當團簇形成金字塔形貌時平均自由能較低，因此會從球狀團簇擴散成
-8

金字塔的形貌，由圖二十四 8×10

s 的平均自由能比形成金字塔

-8

(2×10 s)較低，因此團簇不會維持在金字塔形貌，而是會開始崩潰。

利用 1000 K 溫度下的熵，代入不同的系統溫度可求取不同溫度
下近似的自由能圖，如圖二十五，得知系統在溫度 500 K 時，平均自
由能並沒有顯著隨著步階數降低，可瞭解為何團簇在溫度 500 K 時，
為何會維持在金字塔形貌一段較長的時間；當溫度大於 500 K 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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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自由能隨著時間增加而降低，為使自由能趨向最低，因此團簇在形
成金字塔形貌後即開始崩潰，直到自由能不再降低為止。
-3.57

(a)

-3.58
(b)
(c)

-3.59

(d)

(e)

-3.60

-3.61

-3.62
0

1.6．10-8

3.2．10-8 4.8．10-8
Time (s)

6.4．10-8

8．10-8

圖二十四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32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自由能圖及結構圖
-3.55

-3.57

500k

-3.59

700k
1000k

-3.61

1300k
-3.63
Configuration

圖二十五 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模擬溫度為 1000 K 的 321 顆球狀金團
簇在 Au(100)表面形貌，並代入自由能公式求取不同溫度下的自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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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為 67 顆團簇原子在 1000 K 溫度下的自由能統計圖和形貌結
-9

構圖，圖(a)是初始結構、圖(b)是在 3.0×10 s 的結構、圖(c)是在
-9

-9

-8

5.0×10 s 的結構、圖(d)是在 7.0×10 s 的結構、圖(e)是在 1.0×10

s 的結構，與圖二十四 321 顆原子的自由能統計圖相比，團簇在金字
塔形貌開始崩潰時有明顯的自由能下降趨勢，這個現象可以用尺寸效
應(size effect)來解釋，團簇較大會有較強的鍵結，造成表面的自
由能較小，而團簇越小熵的大小受到團簇的影響也越顯著，圖二十七
可以明顯觀察到溫度越高時，自由能伴隨團簇崩潰的降低趨勢越顯
著，並且在 500 K 時，金字塔狀形貌的自由能為最低，由於團簇擴散
過程會往減少自由能的方向進行，因此團簇在 500 K 時會持在金字塔
形貌一段較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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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系統溫度為 1000 K 時，67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00)
的自由能圖及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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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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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模擬溫度為 1000 K 的 67 顆球狀金團
簇在 Au(100)的表面形貌，並代入自由能公式求取其他溫度近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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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11>面的基板排列對團簇結構之影響
於本節將探討系統於溫度 1000 K 時金團簇置於 Au(111)表面時，
可能隨著時間演進各別出現的不同過渡態結構，這些不同的過渡態結
構在 Au(111)表面移動時，皆會因晶格面的不同產生不一樣基板表面
結構型態與動態行為。這些結構的形成與金原子在不同晶格面的能量
穩定有關。其中吸附性質則利用原子與基板間吸附能關係做深入探
討，而對於原子置於基板上的動態行為，則利用勢能圖等參數做分析。

4-3.1 物理模型之建構

如圖二十六(A)，此模型是由 101 顆金原子組成的球狀團簇置於
金基板表面的模型，模擬系統的維度為 8a0×14a0×10a0，a0 是金的平衡
晶格常數，大小為 4.079 Å，基板表面的原子數為 448 顆，基板總共
有四層原子，底層為固定層，由金原子依據面心立方(face-centered
cubic)排列成<111>平面。

4-3.2 團簇置於<111>基板排列擴散的形貌

圖二十六所示為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模擬金團簇 Au(111)基板上，
溫度為 700 K，圖二十六(A)為團簇的初始結構，在成長階段表面型
態演進的過程中，Au(111)並沒有產生金字塔的結構，而是形成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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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形的構形，如圖二十六(B)，團簇構形將受到不同基材的表面結構
的影響而改變，圖二十六(C)團簇原子擴散到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

(A)

(B)

(C)

圖二十八 溫度為 700 K 時，101 顆球狀的金團簇在 Au(111)經過不同
時間的表面的勢能圖，(a)初始結構 (b)2.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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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c)1.52×10

-5

s

第五章 結論
5-1 結論
在本研究建立一個三維團簇擴散的模擬系統，利用分子動力學及
Nudged Elastic band 法求取原子在不同擴散路徑須克服的能障，接
著利用動態蒙地卡羅理論求得所需之模擬結果。分別討論在不同大小
的單一金團簇於 Au(100)表面的結構與性質，以及相同大小的單一團
簇於不同溫度之影響，和金團簇於不同排列基板 Au(111)表面之影響。
團簇的動態成長過程使用動態蒙地卡羅法模擬，模擬的結果顯示
小於 2 nm 的團簇，在大於 500 K 的系統溫度下，不同的初始團簇形
貌下，團簇皆有轉變成類似金字塔形貌過渡態，然後將會轉變成類似
平緩的土堆的形貌；當團簇轉變成金字塔後，團簇才開始崩潰，使的
團簇的高度下降；當系統的溫度在 500 K 以下時，團簇在本論文模擬
的步階數裡，金字塔形貌過渡態並沒有崩潰，是最穩定的態。
過渡態轉變成金字塔形貌的原因，(a) 金字塔形貌的系統總能為
相對的低點。(b) 在金字塔側邊<111>的晶格面上，表面原子較<100>
晶格面上的原子吸附能較大。團簇在形成金字塔形貌後，金字塔頂端
的原子會往團簇和基板之間的位置擴散，使的團簇崩潰，原因為團簇
形貌轉變有朝向自由能減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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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團簇在 Au(100)基板上的鬆弛機制，主要從懸突原子先進行擴
散，移動至團簇與基板交界的位置上，產生矩形的基底 (由於<100>
的表面)，原本向內凹陷的球狀底層，沿著<111>的晶格面長成向外凸
出的底座，團簇的上半部也因為擴散移動而逐漸沿著<111>面排列，
在這矩形的基底上形成了更小的矩形層次，這個過程一直重覆直到形
成了金字塔的團簇結構。
金字塔狀團簇的崩塌是從失去四個角落的原子開始，團簇與基板
交界的邊緣原子也隨著變化，團簇最高層的原子沿著團簇面與面之間
交界的溝往下擴散，團簇是依照每一層的順序由上而下崩潰。
在本模擬結果中，主要得知團簇在<100>基板上金字塔團簇結構
的形成和倒塌的機制，以及團簇不同的初始結構並不影響金字塔過渡
態結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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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展望與建議
針對本研究中，利用動態蒙地卡羅法對金團簇在金基板上進行
模擬，並從此次研究所得之心得中，提出以下建議，以期許將來相關
研究能更加完善。

1. 考慮非理想基板的擴散吸附，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型為完美晶
格(lattice KMC)，若能以非理想晶格(Off-lattice KMC)做模擬，
相信能更貼近真實實驗。
2. 本研究中純粹探討金原子在金基板上的行為，若能探討其他種金
屬元素甚至是高分子，例如矽或二氧化鈦等，相信能使此研究提
供更多資訊。
3. 本研究中僅探討塊狀團簇之自然擴散行為，若能將塊狀團簇改變
為其他形貌，例如碳管形貌或巴克球之類的形貌，便可進ㄧ步模
擬了解更多材料訊息。
4. 可加入其他分子，例如生物分子、金屬或高分子，將有助於了解
團簇是否有更穩定的結構，以利了解更多擴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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