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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實驗主要係以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系統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成長砷化銦鎵晶格形變(Metamorphic)緩衝層。該成長技術促使砷化

銦鎵之量子頻譜響應能量吸收可延伸至 1.0~1.3 eV，可作為四接面太陽電池結構之用

途，同時兼具改善薄膜間晶格不匹配(Lattice mismatch)所產生之應力，故可獲得良好薄

膜品質，適合應用於三五族多接面太陽能電池發展。 

關鍵詞：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砷化銦鎵、晶格形變緩衝層 

Abstract 

A method of growing an InGaAs metamorphic buffer layer by 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 is provided. We uti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linear and step 

grading epitaxial method to complete a novel mixed epitaxial growth technology. The 

method is featured in that quantum spectrum response for the energy absorption of InGaAs 

could be extended to 1.0~1.3 eV and thereby applied to the quadric-junction solar cells. The 

method is also pronouncedly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strain caused by lattice mismatch 

between the adjacent films when applied to III-V multi-junction solar cells. 

Keywords: MOCVD, InGaAs, Metamorphic buffer

一、前言 

  若將太陽頻譜劃分成多個波段，藉由

調整材料的合金(alloy)比例可調變材料能

隙(Energy Bandgap)範圍增加太陽頻譜相

對應之光子能量被吸收，因此串接式

(tandem)多接面太陽能電池，即是利用此

概念減少光子能量損失提升能量轉換效

率。有鑑於此，增加一接面於鍺基板上可

增加長波段能量被吸收的機會。其中，氮

砷化銦鎵(InGaAsN)的電子材料因特性較

差、電子遷移率低與少數載子生命期短等

問題，導致少數載子擴散長度較短不利於

光電流取出[1]；因此，砷化銦鎵漸變緩衝

層技術，除可以解決氮砷化銦鎵運用在多

接面所面臨的限制外，亦可達到吸收長波

段效果。 

值得注意地，成長砷化銦鎵漸變緩衝

層(Grade Buffer Layer)，同時必須考量每一

層漸變層:1.銦組成比例、2.薄膜厚度、3.

應力等問題。主要係因砷化銦鎵之銦原子



改變晶格狀態，且高銦組成比例容易產生

磊晶缺陷問題；同樣地，薄膜厚度仍需控

制在臨界厚度內避免薄膜內應力過大造成

薄膜龜裂(Crack)。砷化銦鎵(In1-xGaxAs)漸

變層成長在鍺基板上，通常會要求薄膜與

基板間晶格不匹配小於 2 %，較易獲得高

品質薄膜，不過此限制相對地影響材料延

伸長波段能量吸收機會[2-3]。 

一般而言，砷化銦鎵漸變緩衝層成長

技術涵蓋步階成長法(step by step)、線性成

長法(linear)，雖然兩者方式皆具有提升材

料吸收長波段光子能量，但因成長機制方

式不同，獲得之薄膜品質與表面狀態截然

不同。步階成長法係指逐步提高各層砷化

銦鎵之銦組成，且須完成單一層薄膜沉積

另再調整成長參數，待條件符合時再續進

行薄膜沉積，但該種做法除了較為耗時

外，薄膜間之界面不易獲得平坦如圖 1。藉

由 TEM 量測發現利用步階成長法時，砷化

銦鎵薄膜間之接面處存在高缺陷密度，從

顯微鏡觀察表面 Crosshatched 明顯如圖 2。 

線性成長法係指漸變層成長過程以連

續不中斷方式進行，三族反應源流量與磊

晶成長溫度呈線性比例增加，該成長方式

不易控制每一層漸變層之銦組成為最大缺

點，其因成長溫度增加時反應腔體溫度尚

未穩定狀態下銦原子易受影響頗為明顯，

在成長環境不穩定時進行元素反應非常難

以獲得良好薄膜品質，如圖 3 所示。 

利用步階成長法或線性成長法所建構

子電池條件，從理論上與技術面雖具可行

性，但如何獲得良好薄膜品質，以利於其

它材料隨後沉積在上儼然成為重要課題。

因此，為更進一步解決「步階成長法」及

「線性成長法」成長砷化銦鎵漸變緩衝層

所面臨問題，本實驗整合其上述兩種成長

方式建構形成「混合型漸變緩衝層磊晶成

長技術」。利用該技術減少漸變層內應力所

引起之磊晶缺陷，並且改善表面粗糙度加

以獲得較佳之砷化銦鎵薄膜品質。同時該

技術將可延伸技術範圍，例如作為形成多

接面太陽電池及化合物漸變成長模式使

用，由此可知砷化銦鎵漸變層條件之設計

在 III-V 光電元件設計發展更顯得重要。 

 

 

 

 

 

 

 

 

圖 1.步階成長砷化銦鎵漸變層剖面之 TEM 

照片 

 

 

 

 

 

 

 

 

 

圖 2 利用 OM 觀察步階成長薄膜表面狀態 

圖 3. 線性成長砷化銦鎵漸變層剖面之

TEM 照片 

 



二、實驗設計 

本實驗係以低壓有機金屬氣相沉積系

統(MOCVD)，利用兩階段成長法先於 H2

環境維持低壓 50 mbar、高溫 680~780 ℃

去除基板上之原生氧化物，其 Baking 則以

750 ℃、10 分鐘為參數條件。使用的有機

金屬反應源與特殊氣體分別有三甲基鎵

(TMGa) 、三甲基銦 (TMIn) 與砷化氫

(AsH3)，二乙基鋅(DEZn)則是 P 型漸變層

之摻雜(dopant)來源。一般而言，利用低壓

可有助於提升銦原子的融入率 ( Indium 

Incorporation)，但受限 MOCVD 真空能力

條件，因此我們以 30~50 mbar 為實驗條

件。混合型漸變緩衝層結構包含了十二層

砷化銦鎵漸變層(grade layer)、應力釋放層

以及緩衝層(final buffer layer)，結構如圖 4。 

 

 

 

 

 

 

 

圖 4.混合型漸變緩衝層結構圖 

我們利用步階成長法在溫度 550℃

~630℃完成由第 1 層至第 11 層的步階層，

且在層與層間成長第 2至第 12之線性漸變

層，同時考量漸變層臨界厚度及調整 V/III 

比的範圍隨著成長溫度從 18.5~16.7 降至

15.2~14.5。為減少漸變層內應力的因素影

響後續成長薄品質，利用成長溫度 630℃完

成應力釋放層(Overshoot Layer)，其銦組成

相較於漸變層提高 12%。最後，再以

620~650℃之間完成砷化銦鎵緩衝層，該緩

衝層成長速率約 3.5 µm/hr、厚度約

1~2μm，且因可獲得平整之表面， 適合

作為後續薄膜成長，故亦稱「虛擬基板」。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我們利用 MOCVD 進行步階成長及線

性成長所完成的砷化銦鎵漸變層，經由

TEM薄膜分析發現其剖面分布有較廣薄膜

缺陷，該問題將嚴重影響太陽能電池效率

的提升；因此，我們將該兩種方式進行加

以整合改良成功的完成一個平整的砷化銦

鎵虛擬緩衝層。從 TEM 量測分析，其剖面

圖可發現其橫向的缺陷小於 0.3um 且被抑

制在漸變層內，其上之薄膜狀態平坦無缺

陷，如圖 5。同時利用顯微鏡 200X 觀察其

晶片表面未發現 Crosshatch，如圖 6。 

 

 

 

 

 

圖 5. 混合型漸變緩層剖面之 TEM 照片 

 

 

 

 

 

 

 

 

圖 6. 利用OM觀察步階成長薄膜表面狀態 



四、結論 

本實驗將線性漸變與步階漸變結合形

成「混合型漸變緩層磊晶成長技術」，利用

逐步增加銦組成比例，提高砷化銦鎵之太

陽光譜吸收範圍，並同時降低因材料內部

壓縮應力影響而獲得較佳薄膜品質。此

外，藉由該磊晶成長技術之概念，增加元

件材料開發者另一系統之選擇，如分子束

磊晶系統(Molecular beam epitaxy；MBE)；

應用面之廣度除多接面太陽電池的發展

外，亦能更進一步推廣於氮化鎵系列之多

量子井應利工程(M.Q.W Strain Engineering)

與雷射二極體磊晶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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