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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機電與奈米系統多功光學顯微量測儀之研製三年計劃 

第二年計劃期末報告 

1.摘要 

隨著微機電(MEMS)、奈米科技(Nano-Technology)以及生物科技的蓬勃發
展，運用顯微技術來發展進一步檢測功能之儀器不勝枚舉，顯微技術經過多年之

發展與改進，也已成為一系列重要的精密量測方法與架構。在所有顯微系統中，

光學顯微鏡除了觀察方便、容易使用外，又由於其可作非接觸量測、且不須事先

對試件做處理，因此具有不會傷害待測物，不須於特定的環境下做量測之優異特

性，故其應用範疇最為廣泛。 
本計畫於兩年前提出創新多功光學顯微系統，希望能結合雷射都卜勒干涉技

術、Confocal Laser Scan Microscope 、Particle Size Analyzer、Lateral Resolution 
Enhance、以及本實驗室於前期計劃所發展出來的微光機電元件噴墨製程系統

等，因此不僅能量測動態與靜態的微機電與奈米系統，同時在經過過去兩年之努

力，目前也已開始嘗試運用駐波(Standing wave)干涉之方法來突破傳統遠場光學

因繞射極限所造成的解析度限制，以瞭解及結合近年來各種特殊光學量測功能與

突破繞射極限之多種基礎物理方法之正面互動關係。 
整體而言，本計畫執行的長期目標，乃是要求能夠建構出一套能夠量測微機

電與奈米級系統之多功顯微量測系統，並配合本研究團隊發展出來的微光機電元

件噴墨製程系統，提供具微米甚至奈米級之精確且穩定的量測系統。 

2.執行進度 

1. 以傳統共焦顯微系統之基本設計為主軸，搭配以 FPGA電路架構控制的

精密位移平台，利用精確的掃瞄系統將解析度提昇至λ/3的等級。並將
商用與自製之μlens加入於系統中，使得在同一時間能量測數十或數百

以上(至少十點)的量測點之目標成為可能，此種創新作法能配合共焦顯

微鏡掃瞄的特性，對於大範圍的量測不僅能提高其解析度，同時也大大

的降低了量測所需花費的時間。同時因為位移平台是以 FPGA的電路架

構做控制，因此可大幅減少對於電腦的依賴，甚至於在特定操作條件

下，已能不使用個人電腦來獨立作業，因此可增加整體系統之應用範疇。 
2. 提出利用干涉條紋、光學系統點分佈函數(Point Spread Function)、偏極
旋轉技術和光學信號處理等之創新理論，開始嘗試建構能提出突破遠場

光學顯微鏡受繞射基本原理限制其空間解析度為半個光波波長之理論



及實驗架設，同時已完成理論之建構與初步實驗之應證，所得成果初步

證明此一創新發明之可行性，正進行進一歩之測試與認證中，同時也已

開始進行專利之撰寫。 
3. 已開始嘗試結合微光機電元件噴墨製程系統與都卜勒相位分析儀，研判

將顆粒大小之量測系統提昇至奈米級的量測解析度，目前初步所得成果

認為直接利用前述技術進行奈米顆粒之量測並非最佳之光學組合。 
4. 開始進行傳統光學顯微系統、共焦顯微系統、及創新光學干涉法之空間

解析度比較，目前已完成理論之分析及實驗架構之設計與初步量測。 
5. 提出全域與單點動態量測系統之創新光路設計，突破傳統量測需要分開

的限制，整合各系統功能在單一架構下，以成為提供更多功能之光學量

測設備。 

3.執行成果 

3.1前言 
本計畫之總體目標為製作可以同時做奈米級多點動態量測之系統，計畫之原

始架構為結合微透鏡(microlens)、微陣列光接收器、以及都卜勒干涉儀，已達到

多點且全域之量測，並配合本研究團隊發展出來的微光機電元件噴墨製程系統，

對奈米液滴做多項測量。本團隊在過去一年的研究中，實際利用翻模技術製作微

透鏡，但因微透鏡陣列之焦距過短，無法穿透鏡面基板之厚度聚焦於物體表面以

做量測；若改變微透鏡陣列之表面曲率以增加焦距長度使之可聚焦於物體表面，

計算所需之曲率半徑甚大，製程上無法以翻模製作，且表面粗糙度要求甚高，所

需價格亦不便宜，與計畫宗旨不合；最後嘗試減少基板厚度，卻無法支撐微陣列

透鏡之重量而崩毀，故團隊使用Morie Lens以代替微透鏡陣列。在實際應用上， 
Morie Lens 雖可做多點量測，但在回光的部份，Morie Lens僅能接收正入射光，
無法符合系統需求，故本團隊將其運用於液晶面板之擴散片，並申請專利幫助產

業發展。 
在重新思考系統需求以及系統應用之後，分析結果發現利用多點做量測的想

法不但在光學上是一困境，在訊號接收之後的相位重建對於電腦系統是極大之負

擔，在動態量測時系統將無法承受龐大之計算量，故針對物體全域之量測應以多

面像之電子斑點干涉儀或是全像術出發，而非單純的增加量測之點數，故本團隊

於本年度開發可同時測量單點及全域之干涉儀架構，企圖以結合電子斑點干涉

儀、五一相移法、以及都卜勒干涉儀之方式，做物體同時之單點及全域量測。且

為了提升量測解析度，團隊開發利用偏極旋轉法突破顯微鏡空間繞射極限以提高

量測之解析度。在明年之計畫中，團隊將加入光熱調變技術，使得系統之量測更

為穩定，以達成計畫之目標。 



3.2實施方法 

3.2.1 MicroLens 複製方式  

複製大小和光學性質相同光柵的技術約在 1950 年發展，而此技術應用至複

製反射鏡子，複製透鏡，只要利用適當的工具並控制足夠的因素，其技術便不會

受限於光柵尺寸的大小，且可以得到相同空間頻率之複製品，如果複製品品質夠

好，即可當成母模再做複製的步驟，結果即構成複製樹網(replication tree)如圖 

1，利用此法可得到數量大且品質夠好的複製品。 

 
圖 1 複製光柵之樹網架構 

 
例如假設重複複製光柵的次數為 n，每個母膜可複製 R個光柵，則當 R=7；

n=5時，Rn=16807；而當 R=7；n=3時，Rn=343； 
由此可看出，重複複製光柵的次數對最後複製品的數量之影響很大，所以為了要

增加重複複製光柵的次數，就必須提升複製品的品質。  
    複製光柵的基本步驟如圖 2 所示，首先先製作光柵母模，在一基材上均勻
的鍍上一層金屬薄膜，在此金屬表面上用精密的儀器，以鑽石刀切割金屬面，使

成為光柵面之週期結構，此光柵即當作複製光柵的母模(master grating)，也可用
別種方法來製作光柵母模，然後在週期結構的表面均勻的鍍上一層極薄的化合

物，此化合物須對光柵母膜的表面有很低的黏性(adhesive)，再渡上一層金屬膜，

再壓上塗有一層低黏性樹脂的基材，此樹脂需對基材和之前鍍的金屬薄膜具有很

高的黏性，然後使樹脂在定溫的情形下慢慢的聚合，是一緩慢的過程，最後再將

兩部分分開，即可取得複製之光柵，此複製光柵的之週期結構和光柵母膜的週期

結構正好相反，光柵母膜的底部即為複製光柵的頂部；若光柵母膜為凹面，則複

製光柵即為凸面。 



 
圖 2 光柵複製的基本步驟 

 

 3.2.2 Moire lens implementation 

 微小化之透鏡單元(optical lens units)在大量製作且排列於一大矩陣內，將可

設計成不同用途的光學系統，其中某些用途特定地需要其個別透鏡單元發揮使入

射光失焦(defocus)產生模糊化(blurring)之功能，另外某些用途則需要其個別透鏡

單元產生良好的聚焦成像功能。 

 本計畫研發一種可用於成像或模糊化用途的光學裝置，如圖 3 所示。此光

學裝置包含有互相重疊的兩組一維光學元件陣列。該兩陣列中之每一陣列各包含

有複數個的延伸柱形光學元件，該些光學元件係相鄰平行並沿著大致直交於該些

光學元件之長軸的一延伸指向曲線方向散佈開來。而該兩陣列是互相重疊，其中

之一陣列之延伸指向曲線方向大致以一角度扭轉偏離於另一陣列之延伸指向曲

線方向。此兩一維陣列光學元件重疊闊展出的二維矩陣光學裝置，將所有的透鏡

單元形成一個疊紋圖形。系統中數種易於控制的設計參數，包含了陣列中一維光

學元件的透鏡剖面形狀，重疊陣列之間的間隔，相對扭轉角度，以及陣列中光學

元件的間距及延伸指向曲線(extension profile)等，建構了具有上述之聚焦成像與

失焦模糊的光學性質，對於光學成像之功能，亦可以用來對光束進行聚焦或擴束

之功用。 

    在直接以矩陣為基礎的光學系統，有一項光學效率的指標值，即開口率

(aperture ratio)。開口率為量測可有效應用於光之收集的每單位有效表面積的一個

百分比量測值，高開口率所意謂的是光效率的增進。為了要達成最佳化的開口

率，系統矩陣之中接續相連的透鏡單元，必須要互相地連結在一起，但仍同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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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持其個別光學形狀的精確度。在此光學系統中，整個矩陣中的每一個組成透

鏡單元(lens unit)擁有百分之百開口率，故裝置的整體光損失將可減至最小。 

此光學系統可應用在液晶顯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之中，其需要利用光擴

散板(light diffuser plate)來使具有局部較亮照射區域的面型光源(surface light 

source)模糊化。其他的顯示器或照明裝置亦有類似的，不同光強光點或小區域不

同光強的問題。在以 LED 為發光基礎元件的交通號誌以及汽車尾燈組件用途之

中，排列於一個總合矩陣之中的每一個別 LED 光點，同樣亦需要予以模糊化。

故低成本建造具有受控模組化或精確成像之特定光學性質的光學系統，並依需求

可取得極高開口率之光學裝置是一項極具應用價值的創新設計。 

 

 

 

 
 
 
 
 
 
 

 

圖 3 互相重疊的兩組一維光學元件陣列之透視圖 

3.2.3 Spherical resolution method   
利用高頻的光場來調制光學系統的解析能力，再利用演算的方法重建高解析

度的影像。應用在遠場光學系統上可提升遠場光學顯微鏡的橫向解析度，使其突

破雷氏鑑別(Rayleigh criterion)標準。將解析能力擴展至 2D的提升並設計穩定、

微小的裝置可簡易架設在傳統顯微鏡上。如此，解決傳統光學顯微鏡橫向解析度

的瓶頸，使其可應用於更小尺度的觀測。 

本團隊利用圖 4 的架構，利用干涉方式，引致一高頻訊號在物體表面上，

來調制光學系統的點分佈函數(point-spread-function)以提升解析度。並加入五歩

相移法以提升空間解析度，其中，我們使用旋轉一個線偏光板與四分之ㄧ波板之

間的角度來移動相位以提拱穩定精確的相位推移，增加相移法的精準度。 

實驗之架構從麥克森干涉儀向上延伸， He-Cd 雷射光提供所需要的光源，通



過空間濾波器將其高頻雜訊過濾後，透鏡調整光束的大小，再經過 1/4波板改變

其偏極態，得到圓偏極態的雷射光，接下來利用偏極分光鏡將此圓偏極態的雷射

光分成 s偏極態及 p偏極態的雷射光，p偏極態的光經過 corner cube 反射前後分

別經過兩次的 1/4波板將以改變其偏極態，而 s偏極態的光經過反射鏡反射前後

也分別經過 1/4波板兩次以改變其偏極態，上述兩道改變偏極態的光再經過偏極

分光鏡後為兩道偏振方向垂直的光束，分別與四分之ㄧ波板的快軸各夾 45 度各

形成兩道圓偏極光，一道為左旋一道為右旋，兩道圓偏光經過線偏光板後調成一

樣的偏振方向，在此透鏡的焦平面上也就是樣本上進行干涉，CCD 從樣本後方

擷取影像，並儲存於電腦中再利用程式進計算。實驗架構中 corner cube 的左右

移動可以調整兩道入射光的距離，進而調整入射角，而達到可以調整干涉條紋的

疏密。而移動相位的機制在於旋轉線偏光板，藉由線偏光板的線偏振方向和四分

之ㄧ波板快軸之間的角度改變使得在干涉時達到移動相位的目的。 
 

 
圖 4 提升空間解析度之光場架構 

3.3現行架構  

 隨著許多半導體產業周邊與微機電系統的發展，非接觸式(Non-contact)的精

密量測技術之研發與升級將是更行重要。而無論微機電與奈米系統元件或半導體

元件，跟很多大的機械物件一樣，動態(Dynamic)與靜態(Static)特性與是非常重

要之量測項目，其中各包含了單點(Single point)與全域性(Full Field)的量測技術。 

 在動態單點量測的技術上，雷射都卜勒干涉術發展至今已經相當成熟，台大

BioMEMS研究團隊更在過去所研發出奈米等級的雷射都卜勒振動量測儀暨干涉



儀(AVID，Advanced Vibrometer / Interferometer Device)。而在靜態全域與動態全

域的量測技術上，電子斑點干涉術(ESPI，Electronic Speckle Pattern Interferometry)

至今業已有相當廣泛的應用。本計畫現行架構重點在於突破各獨立量測系統的限

制，設計出創新的光路系統，製作出一套多功能的量測設備，以整合振動量測

(Vibration)，靜態變形(Static deformation)測定及表面輪廓(Surface profiling)量測於

單一系統中，提高量測上精度與穩定度上的需要。 

    本計畫目前完成的創新架構如圖 5所示，此光路設計如下所述：波長632.8nm

之氦氖雷射光經過一偏極分光鏡(PBS1)，分為P光及S光，其中P光主要作電子斑

點全域干涉；S光作雷射都卜勒單點振動量測。在電子斑點干涉之部分，由PBS1

分出之P光經過一非偏極分光鏡(NPBS1)分為兩束光，其中直進之分光經過一平

行反射鏡（corner cube）平行反射，作為都卜勒單點振動量測之參考光；直角轉

向之分光經過一空間濾波器(special filter)擴束，使光束之截面積略大於待測面積

大小，之後經過非偏極分光鏡(NPBS2)，分為電子斑點干涉之訊號光及參考光，

其中參考光經過一鏡面，此鏡面可由一個多層壓電柱(multi-layer stack piezo 

actuator)推動，進行五一相移法。從NPBS2分出之訊號光在打在物體表面散射，

其回光與參考光於非偏極分光鏡干涉後由電子攝影機(CCD, Charge Couple 

Device)取像，經由軟體介面計算其變形。在雷射都卜勒單點振動量測部分，由

PBS1分出之S光經過一直角鏡轉向一透鏡聚焦，打在物體表面，並由原光路回到

PBS1與其經過反射鏡反射之參考光P光一起經過四分之一波板成為圓偏光互相

干涉，進入四個光檢知器中，即所謂的Quadrature detector，經過電訊號之轉換與

計算而可得物體之振動速度。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架構中架設了Aperture mirror，

使得不必要之回光不影響原光路之運作；而PBS2之架設使得電子斑點干涉與都

卜勒干涉的光均可沿原路回去解不互相干擾。 

 軟體的開發部分，本計畫將現有的雷射都卜勒振動量測儀暨干涉儀控制介面

由微軟98作業系統升級到2000作業系統，除了提高更穩定的操作環境，也整合了

本計畫之前所完成的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電路架構，並以其為

訊號處理單元達到即時量測功能於同一系統中。 

 總言之，我國對於精密光學檢測系統之需求可預期將會越來越殷切，無論在

量測的精度上和穩定度上需達到一定的水準，對於多功能的光學檢測儀器將會成

為精密量測的主流。本計畫基於雷射都卜勒振動量測儀暨干涉儀（AVID）與電

子斑點干涉術（ESPI）兩套獨立的系統的理論基礎，整合並設計出具有多功能量

測的特點於單一系統中，此一系統將具有動態的振動量測功能與靜態的變形測

定，突破傳統動態量測與靜態量測需分開的限制，使得功能更強大的非破壞光學



量測系統得以達成，為了能將此一設計廣泛的應用在各種微小物體的動態量測

上，將需要再進一步的完成創新之機構設計與組裝。 

 

 

圖 5 全域與單點動態量測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