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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成果乃建立一套全新的多功光
學顯微鏡系統，以傳統低成本之光學顯微
鏡為基礎，在已開發完成之結合共焦顯微
鏡與光子穿遂顯微鏡之多功顯微加上
Mirau 干涉式的顯微鏡與橢偏儀架構，以
達到精密量測非均質材料表面輪廓之目
的。研究內容並將探討全域性 Mirau 干涉
式的顯微鏡與橢偏儀之架構，以及如何結
合創新相位重建技術-織錦式細包自制演
算法與橢偏參數的校正於此一全新量測系
統。

關鍵詞: 橢偏儀、共焦顯微鏡、光子穿遂  
       顯微鏡、相移干涉式顯微鏡、非  
       均質材料表面、Mirau 干涉式顯  
       微鏡。

Abstract

    This report describes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xperimental data
obtained from a newly developed multi-
functional microscope named Morphinscope.
Using a low cost traditional optical
microscope as the basic vehicle, this
Morphinscope possesses versatile metrology
functions such as that of a con-focal
microscope, a photon tunneling microscope,
a laser based phase-shifting interferometry
microscope, and an ellipsometer. This
microscope can switch its various
measurement functions by simply rotating
its turret. The multi-functional nature of
this newly developed surface analysis tool
makes it a low-cost choice for surface
analysis. More importantly, this instrument
satisfies the design goal of providing a
versatile instrument with which an user can
undertake various measurements with just
one instrument. For example, the

Morphinscope can first be used to identify a
defect in a sample such as a semiconductor
wafer or a diffractive optical element.
Once the defect is located, the turret of the
Morphinscope can then be rotated to switch
to other functions in order to execute more
detailed analyses and measurements. This
design point circumvents a major limitation
facing today’s surface analyses. That is,
once after a defect is identified, the effort in
locating the same defect again with a
different instrument is a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ask.
   A phase shifting interferometer has an
inherent drawback in reconstructing the
phase map of a non-homogeneous surface,
while an ellipsometer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complex index of refraction of
the surface. More specifically, the Fresnel
equation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hase
change of in-homogeneous surfaces due to
reflection in order to retrieve the measured
complex index of refraction. Once this
measurement is performed, a newly
developed phase unwrapping algorithm-
tapestry cellular automata can be used to
unwrap the phase.  Combining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Morphinscope has the
possibility of retrieving the surface profile of
a non-homogeneous media.

Keyword: ellipsometer, con-focal microsco-
         pe, photon tunneling microscope,
         phase-shifting interferometry
         microscope, non-homogeneous.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幾年來資訊工業已躍升為我國各產
業之龍頭，在半導體成品上，一個 VLSI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晶片（chips）
上通常就含有數百萬個微小元件，而一個
ULSI（ultra large scale integrated）晶片上，
已能製造出數十個百萬等級的微小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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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個 16 M 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RAMS）上含有 32 million 個微小元
件。微小元件的製作是靠半導體製程技
術，而製程技術的精度取決於其所能製作
出的的最小線寬，因此，要提高製程技術
精度，降低最小線寬，除了材料與半導體
製程上的改進之外，一套高解析度的量測
儀器的現地檢測，亦為確保精度、提高製
程品質的重要因素。此外，目前被列為國
家重點發展科技的微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技術，
亦是利用傳統半導體製程技術設計製造微
感測器與微致動器，而提供一個製程品質
之檢測技術，同樣可確保微機電系統之效
能。

顯微技術中，電子顯微鏡自西元 1938
年第一部商用電子顯微鏡-穿透式電子顯
微 鏡 TEM （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問世，至今其解析力已可達

數個埃（Α
ο
）之原子等級；另一種為研究

物體表面結構及成分利器的電子顯微鏡-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在材料及半導體研發上有廣
泛的使用，而其橫向解析度亦可達幾個 nm
等級。儘管已有如此高倍率、高解析度的
電子顯微鏡可供吾人使用，由於電子顯微
鏡的購置與維護成本過高，且受操作上手
續過於繁複的限制，除此之外為避免電子
束散射無法於電磁透鏡聚焦，其介質又必
須維持在真空度極佳（10-4 torr至 10-10 torr）
的環境下，且試片亦須作事前的處理，再
加上電磁透鏡的像差，高能電子束對試片
的破壞，與電子束所造成的電荷累積
（charging effect）等等桎梏 SEM 功能的
因素，因此傳統之光學顯微鏡（optical
microscope, OM）仍然被廣泛的使用在各
個領域當中。光學顯微鏡雖然受限於光學
繞射極限的限制，致使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無法提高，但由於光學顯微鏡
在量測時對試片不會造成任何的破壞，以
及對於所要檢測的試片無須做任何前處
理。因此整體而言，光學顯微鏡相對於電
子顯微鏡仍具有易於操作、可以直接觀察
生物組織、活細胞、材料金相分析、與半

導體及微機電系統元件之優點。
共軛焦點光學顯微鏡（ con-focal

microscope）、光子穿隧顯微鏡（photon
tunneling microscope）、偏極干涉式光學顯
微鏡（polarized interference microscope）、
及近場光學顯微鏡（ near-field optical
microscope）等之光學顯微系統之研發即
在加強傳統光學顯微鏡之解析度與功能，
而近場光學顯微鏡之發明更是克服了光學
繞射極限的限制。

以薄膜的量測需求而言，在一般晶圓
廠中，橢偏儀（ellipsometer）可以說是其
標準配備，其功能是用來量測材料表面之
複折射率（complex index of refraction）及
多層膜系的薄膜厚度，而且是目前已知量
測薄膜厚度與光學複折射率最精確的量測
儀器。然而，橢偏儀量測精度的好壞，除
了與其本身的系統組態及機構之硬體架設
精度有極大的關係外，軟體方面，更受限
於其反算的技術，所以一台量測精度不錯
的橢偏儀，其售價亦要數新台幣百萬之
譜，然而，由於此類系統確有相當不錯的
量測精度，目前已廣泛使用在半導體產
業、光學鍍膜、與化學工業中。

多功光學顯微系統最初的發展動機，
乃是基於上述各種新式光學顯微技術的昂
貴成本，因而造成其普及率無法大幅提
高，而且各式光學系統有其相輔相成的功
能，因此，希望建立一套在結構剛性佳且
穩定度高的共通架構下，將各個不同的精
密量測系統加以整合，且彼此組態可輕易
變換的想法，架構出一套用途範圍廣、量
測範圍大的光學檢測系統。多功光學顯微
系統之基本架構乃是以傳統之反射式光學
顯微鏡系統（reflected optical microscope）
為基礎，因此與一般傳統光學顯微鏡的操
作模式一樣，所不同的是多功光學顯微系
統係整合多種不同功能的顯微系統於同一
基礎架構上，而台大微機電系統研究群在
多功光學顯微系統的發展中，已完成共焦
光學顯微系統與光子穿隧顯微系統之研
發。

本研究係延續多功光學顯微系統的基
本理念，利用光學干涉術量測物體表面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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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的方法，於傳統光學顯微鏡系統中加入
Mirau 干涉儀機構，再以相位移干涉術
（phase shifting interferometry）求得干涉
之相位圖（phase map），利用台大微機電
系統研究群所研發之織錦式細胞自制演算
法 TCA（tapestry cellular automata）來做
相位重建，相位重建完成之後即可求得物
體表面輪廓。然而，如果材料非均質，或
其表面有複折射率的變化時，相位移干涉
術無法將因材料複折射率改變所產生的相
位改變解耦（de-couple）出來，而無法求
得物體表面真正的輪廓。故在一般光學檢
測中，相移干涉術均是用於量測均質的材
料表面輪廓，在最近幾年的文獻當中，已
有對相位移干涉術在處理非均質材料表面
時的修正方法（Eric and Harrison, 1998），
在本研究中，亦嘗試了將基本的橢偏儀架
構在相位移干涉式顯微系統中各種前置技
術之研究，希望結合上述的干涉演算法與
相位重建技術，來重建物體表面的真實面
貌。

三、結果與討論

    由於多功光學顯微系統在量測非均質
表面輪廓之架構上結合了基本光學顯微
鏡、Mirau 干涉儀、及橢偏儀三個系統架
構(圖 1)，藉由無窮遠光場校正的顯微鏡架
構為基礎，將此三個系統架構整合。在整
合過程中，由實驗的經驗發現，尚有許多
影響系統性能的因素值得探討，因此，本
研究中將深入分析探討各種不同因素對量
測多功光學顯微系統所造成之影響。

本系統在實驗時的架設方式是將雷射
與橢偏儀中偏極板、液晶相位延遲調變器
及控制液晶相位延遲調變的光路架於光學
桌上，利用一個折光鏡將光路連結進顯微
鏡中。

在進行 Mirau 的相移干涉量測時，因
為 PZT 線性度的好壞會影響相移干涉的
準確性，所以必須先做 PZT 線性度的校
正，而在校正系統所使用之 PZT 的線性度
時，得到不錯的結果。 PZT 是利用
LabVIEW軟體透過GPIB對PZT控制器做
儀控，以使在進行相移干涉時能提供一個

精確的相位移。
在得到清楚的干涉條紋影像，系統中

Mirau 干涉儀的部分，利用五步的相移干
涉求取試片相位，並以 LabVIEW 軟體之
程式的寫作、透過 GPIB 做相移機構的控
制。由於相移機構的線性度校正曲線已經
求得，根據五步相移干涉的原理，只要使
參考面與 sample 面在 CCD 的共軛成像面
上，並以其為基準做五步的相移，將
EyeVIEW 影像擷取與 LabVIEW 相結合即
可利用 LabVIEW 直接進行五步相移干涉
術的計算。
     將五步相移所得的干涉影像圖輸入
以織錦式細胞自制機構之相位重建的
LabVIEW 程式中，所得的結果並無法讓演
算法中全域迭代的值達到收斂，因此尚無
法得到一個收斂的相位重建圖形，其原因
可能是以聚束的光做相移干涉時，每推一
步對干涉圖中並非每點的相位改變都一
樣，而是在同心環上的值才相等，因此若
系統剛性（stiffness）不夠好的話，相位變
化值將極易受外界雜訊所影響，導致演算
時得到錯誤的結果。若將同一環上的相位
變化做平均來計算可能會得到較佳的結
果，如圖 2 所示，因此架構一個結構剛性
佳的架構對此系統的量測非常重要。而目
前在橢偏儀架構中，已完成相列型液晶相
位延遲調變器的校正，其校正曲線如圖 3
所示。

由圖 3 可以看出相列型液晶對電壓的
響應除了在某一區段中有較線性的行為，
其餘大部分都是非線性的行為，因此若要
以相列型液晶做相位延遲的調變時，必須
選取其中較為線性的區段，但較佳的做法
為在光路上設計一個能直接閉迴路控制的
架構，使得在做相位延遲調變時能夠藉由
光強訊號直接回饋至正確的相位延遲量。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延續多功光學顯微系統發展上，本
研究結果說明了一般光學顯微鏡的基本原
理並完成了在一般光學顯微鏡中結合
Mirau 干涉儀與橢偏儀架構設計分析，如
圖 1 所示，以提供一個較佳的全域性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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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表面輪廓量測架構，以及 Mirau 干涉儀
結合橢偏儀之試片橢偏參數量測的詳細方
法。而在實驗上，尚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結
果，在此複雜的系統當中，仍然存在相當
多的問題值得探討，例如在光聚束時偏極
態的探討、系統對雜訊的的抑制能力、光
路的設計安排等。

在架構設計上，將設計研發可變入射
角或多波長之橢偏儀架構，使得橢偏儀在
量測表面具有單層薄膜或多層薄膜時仍有
不錯的結果。

在程式撰寫上也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如何避免無意義的資料點的出現而促使相
位重建時收斂並進而加快其相位重建的速
度，亦為未來在此研究中必須發展改進的
地方。因此未來的發展方向將是結合硬體
與軟體的改良，以達成全域性非均質表面
輪廓量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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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多功光學顯微系統架構示意圖

   圖 2.細胞自動機械裝置全域迭代 12
       次相位重建結果之 3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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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相列型液晶相位延遲調變器相位
      延遲對輸入電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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