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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在矽基板上製作高效能的 III-V 族光電元件，於矽基板及 III-V 磊晶層間製備

緩衝層是必須的，而將高品質鍺薄膜成長於矽基板上即為一可行的方法。在本研究中，

我們首先於(111)及(100)的負型矽基板上，以電子槍蒸鍍法成長鍺薄膜，並以 X 射線繞

射分析比較其特性，發現使用(111)的矽基板可得到較佳的鍺薄膜；其次我們於(111)基

板上蒸鍍鍺膜膜，並比較不同蒸鍍溫度(225℃至 275℃)對鍺薄膜的影響，發現於 275℃

時可得較佳的鍺薄膜；最後我們於(111)的矽基板上，以 275℃溫度蒸鍍不同厚度(600nm

至 1000nm)的鍺薄膜，發現鍺厚度在 1000nm 時可得最佳的鍺薄膜。 

關鍵詞：電子槍蒸鍍系統、X射線繞射分析儀 

Abstract 

In order to fabricate high performance III-V optoelectronics device, it is necessary to 

grow a buffer layer between Si substrate and epitaxy layer, and Ge film is a candidate for it. 

In this work, (111) and (100) n-Si wafers were adopted as the substrate material. Ge film was 

deposited on (111) and (100) n-Si wafers by E-gun evaporation. X-ray diffraction indicated 

that Ge film on (111) Si substrate is better than Ge film on (100) Si substrate. Next. we 

deposited Ge film on (111) Si substrate and change evaporating temperature from 225 ℃to 

275℃, and we found out that the best deposition temperature for Ge film is 275℃. Finally, 

different Ge film (200nm to 1000nm) were deposited on (111) Si substrate at 275℃.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est thickness of Ge film is 1000nm. 

Keywords: E-gun evaporation system、X-ray diffraction

一、前言 

  光電產業發展至今，化合物半導體己

大量應用於相關元件，例如太陽能電池與

發光二極體等，其光電特性均十分突出，

但基板成本較高與製程複雜而較則是最大

缺點；相反的，矽基板的成本則十分低廉，

再加上其製程成熟則為其最大優勢；因

此，若能結合兩者的優點，則可大幅突破

光電產業目前的發展。 

    在矽基板上沉積化合物半導體，例如

砷化鎵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當直接

將砷化鎵沉積於矽基板時，由於兩者的熱

膨脹係數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差

異太大，而有缺陷與龜裂的現象發生。 

  

 



    表面活性劑(surfactant)與反覆式退火

(cyclic annealing)則被相關研究單位用以解 

決熱膨脹係數差異過大的問題[1]。在本研

究中，我們試圖將鍺沉積於矽基板，以期

解決改善問題。 

     本實驗中，我們採用(111)及(100)的負

型矽基板，並以電子槍蒸鍍機 (E-gun 

evaporator)蒸鍍鍺薄膜於矽基板上，同時

於蒸鍍過程中改變相關製程參數(腔體溫

度及薄膜厚度)；最後我們以 X射線繞射儀

(X-ray diffraction)分析其鍺薄膜的強度及

半高寬。 

 

二、實驗步驟 

    本實驗中，我們首先以丙酮震盪 10

分鐘，完成後以去離子水清洗 3 分鐘，再

以氫氟酸去除基板表面的氧化物，完成後

以去離子水清洗 3 分鐘，最後再以異丙醇

浸泡 2分鐘，完成後去氮氣槍吹乾晶片。 

晶片清洗完成後，我們以電子槍蒸

鍍機(E-gun evaporator)分別蒸鍍金及鍺

薄膜，蒸鍍金的原因是為了以其金屬誘

發的機制增加鍺薄膜的結晶性[2]，並於

蒸鍍過中改變相關參數，例如腔體溫度

及薄膜厚度等；蒸鍍完成後我們以 X射

線繞射儀(X-ray diffraction)分析其鍺薄

膜的強度及半高寬。 

 

三、結果與討論 

我們首先分別於(111)及(100)的負

型矽基板上蒸鍍薄膜，蒸鍍時腔體溫度固

定於 275℃，同時為了增加鍺的結晶性，我

們採用金/鍺的雙層結構，其中金的厚度為

3nm，鍺的厚度為 200nm；XRD 量測結果

如下：使用(111)的基板可得到強度為 3155 

a.u的鍺訊號，其半高寬則為 290.6 arcsec；

至於使用(100)的基板可得到強度為 289 a.u

的鍺訊號，其半高寬則為 448 arcsec；可見

得不論是訊號強度或是半高寬，(111)的基

板均可得到較佳品質的鍺訊號，故在後續

的實驗中，我們固定使用(111)基板進行不

同製程參數(腔體溫度及薄膜厚度)；而 2種

基板的XRD量測結果分別如圖 1及圖 2所

示。 

 

圖 1於 (111)矽基板上，蒸鍍金/鍺薄膜

(厚度分別為 3nm/200nm)之 XRD量測結果 

 

圖 2於 (100)矽基板上，蒸鍍金/鍺薄膜

(厚度分別為 3nm/200nm)之 XRD量測結果 

 

在完成不同矽基板的比較後，我們在

(111)矽基板上蒸鍍金/鍺薄膜，其厚度仍固

定為 3nm/200nm，但比較不同腔體溫度對

鍺結晶性的影響，我們選用的腔體溫度介

於 225℃至 300℃，實驗結果顯示最佳的腔

體溫度為 275℃，此時可得最佳品質的訊號



強度及半高寬，而溫度超過 275℃後則其結

晶特性開始劣化，其結果如圖 3所示： 

圖 3 不同腔體溫度對鍺訊號強度及半 

高寬之比較，可看出當溫度超過 275℃後則

其結晶特性開始劣化。 

 

在得到最佳的基板類型及蒸鍍溫度

後，我們比較不同鍺厚度對鍺結晶訊號的

影響；在此我們使用(111)之基板，同時以

275℃的腔體溫度蒸鍍金/鍺薄膜，其中金的

厚度固定為 3nm，至於鍺的厚度則分別為

200nm、600nm、1000nm；實驗結果顯示

隨著鍺的厚度增加，其訊號強度亦隨之大

幅增加，同時半高寬也增加，但其增加幅

度並不大，相關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鍺厚度的結晶性比較 

 

由表 1可得知最佳的鍺厚度為 1000nm，

此時的訊號強度可達 11137，而半高寬則為

308.3，相較於 200nm 的鍺薄膜，此時的訊

號強度己大幅增加，但未對半高寬造成顯

著的影響，因此我們視其為最佳品質的條

件；而其 XRD的量測結果如圖 4所示： 

 

  圖 4 不同鍺厚度的XRD量測結果。 

 

最 後 我 們 以 掃 瞄式 電 子 顯 微 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分析

試片表面，其結果如圖 5所示： 

      圖 5 試片表面之 SEM 量測結果 

 

由圖 5 我們可發現試片表面並非完全

平坦，而是具有許多像水滴般(droplet)的金

結晶於試片表面，此即為金屬誘發機制的

結果，即便只有非常薄的金(在本實驗中為

3nm)，在適當的蒸鍍溫度之下，不須後續

的熱退火(Annealing)製程即可使金擴散至

鍺薄膜中，造成金屬誘發現象，進而提升

鍺薄膜的結晶品質。  

 

四、結論 

  為了在矽基板得到高品質的鍺訊號，

我們於矽基板上蒸鍍金/鍺薄膜，鍍金的原

因是希望以金屬誘發機制增加鍺的結晶

性；同時在實驗中比較了不同類型的矽基



板，以及不同的蒸鍍條件(腔體溫度和鍺厚

度)；實驗結果顯示：最佳的製程條件及結

構是使用(111)的基板，在 275℃的腔體溫

度下蒸鍍金 /鍺薄膜，當薄膜厚度為

3nm/1000nm 時，此時的鍺訊號強度為

11137，半高寬為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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