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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了增加入射光線進入太陽能電池吸收層內的含量，本實驗分別使用 HCl 與 KOH 兩種溶液
對在太陽能電池中當透明電極使用的氧化鋅掺鋁薄膜進行濕式蝕刻製程，希望入射光線在經過濕
蝕刻後所產生粗糙化結構的氧化鋅掺鋁薄膜時，可減低薄膜光反射率而使光穿透率增加。而在蝕
刻過程中發現，薄膜經蝕刻的形貌變化為由未蝕刻前的平坦表面形成粗糙面，再由粗糙面形成平
坦表面，接著又再度產生粗糙的表面，此種現象反覆出現。且薄膜經適度蝕刻可清除表面缺陷，
且能使表面產生孔洞，而使得薄膜穿透率提升。而試片製程時基板溫度為 350oC 經 33wt%的 KOH
溶液蝕刻 5 秒後可將平均平均光穿透率由 87.23%增加至 90.01%。
關鍵詞：濕蝕刻、氧化鋅摻鋁薄膜

一、 前言
隨科技不斷的進步，各種科技產品不斷的

便宜的基板上低溫成膜。，其中以氧化鋅摻鋁

產生，而為了因應製作上的需求，許多半導體

薄膜(ZnO:Al，AZO)具有與氧化銦錫物(ITO)

材料也不斷被開發與應用。尤其在光電產業

在可見光區接近的光穿透率與低電阻，尤其原

中，透明導電膜的發展更為快速，顯然已成為

料皆為一般金屬且無毒性替代潛力大。

一項不可或缺的材料，而且隨著製程技術的精

然而一般學術界採用的薄膜濺鍍方式為

進，透明導電薄膜已被廣泛應用在液晶顯示器

batch式，業界一般則是採用連續式濺鍍機台，

(liquid crystal display ， LCD) 、 電 漿 顯 示 器

兩者最大的差別在於batch式在濺鍍時基板是

(plasma display panel，PDP)、LED、OLED、

在同一位置，連續式機台基板則是處於移動狀

光偵測器、太陽能電池等各類相關產品上所使

態，且連續式濺鍍機台製程腔體一直都維持在

用[1-5]。

高真空狀態，比起一般batch式可以減少抽真空

雖然目前最常使用的透明導電膜為ITO薄

時間，這對業界增加產量是個重要關鍵。因此

膜，但由於元素銦在地球上的含量不斷減少，

為了配合消費市場上的特點，本實驗利用連續

且銦本身也具有毒性，因此市場上積極尋找可

式濺鍍機台所濺鍍的氧化鋅摻鋁薄膜作為蝕

以替代的材料，其中以ZnO為最有潛力的替代

刻時所用的試片。

者，因為ZnO具有：(一)、鋅的原料豐富，價

目前氧化鋅摻鋁薄膜常使用於薄膜太陽

格低廉遠優於銦。(二)、隨摻雜物的不同，ZnO

能電池中當透明電極使用，為了可以有效提升

可以是N型也可以是P型。(三)、除了做為透明

太陽能電池的轉換效率，使更多入射光能在太

電極之外，ZnO也是很有潛力的UV光發射器

陽能電池結構內的吸收層增加光吸收率，本實

材料。(四)、高品質、大面積的ZnO 基板可在

驗利用濕式蝕刻法使氧化鋅摻鋁薄膜產生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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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化的結構，使入射光通過多平面的粗糙化結

向高度又再度彼此接近而變的平坦，當蝕刻時

構後能降低薄膜的光反射率，讓更多入射光能

間再增加為 15 秒時，相同情況再度產生，故

通過元件表面而進入吸收層內，進而增加薄膜

使得此時薄膜在垂直基板方向形成高低不等

太陽能電池的光吸收率，提升轉換效率。

的形貌。因此，薄膜在經蝕刻過程中的表面形
貌變化會由最初未蝕刻前的平坦表面形成粗
糙面，再由粗糙面形成平坦的表面，接著又再

二、 實驗步驟
本實驗中所要蝕刻的試片為利用連續式

度形成粗糙的表面，而此現象會反覆形成，直

濺鍍機台製作所得的 AZO 薄膜。濺鍍時靶材

至薄膜遭受蝕刻完全為止。而表 1 則為蝕刻後

為氧化鋅掺鋁(ZnO:Al2O3 = 98:2 wt%)的陶瓷

薄膜平均光穿透率(400nm~1100nm)的變化，

靶，製程通入氣體為氬氣，氣體流量為 200

經蝕刻後的平均光穿透率並未能如預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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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要原因為蝕刻速率過快，造成未能蝕

sccm，鍍膜時製程壓力為 3x10 torr，放電功
o

o

率為 3 kW，，基板加熱溫度為 150 C、350 C。

刻出均勻粗糙度，且蝕刻後的薄膜嚴重遭破

而蝕刻製程中，一般在蝕刻氧化鋅薄膜中經常

壞，故使得蝕刻後薄膜平均穿透率下降。

使用酸性溶液[6]與鹼性溶液[7]作為蝕刻製程
中的蝕刻液，而本實驗中所使用的蝕刻液則是
選擇了含酸性的 HCl 溶液與含鹼性的 KOH 兩
種溶液作為蝕刻製程中的蝕刻液，其中 HCl
溶液濃度為 0.5wt%，蝕刻時間為 0~15 秒，KOH
溶液濃度為 33wt%，蝕刻時間為 0~50 秒。試
片蝕刻後經由光譜儀量測分析蝕刻後光學特

(a)

(b)

性變化，並利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觀察表面形貌變化。

三、 結果與討論
3-1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150oC 蝕刻後分析
圖 1 中為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為 150oC 經

(c)

(d)
o

HCl 溶液蝕刻後的表面形貌變化。由圖中可發

圖 1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150 C 經 0.5wt%的

現薄膜在未經蝕刻前表面還算平坦，而經蝕刻

HCl 溶液(a)蝕刻前 與蝕刻(b)5 秒 (c)10 秒

後，由於在薄膜中缺陷處因結合力相對於其他

(d)15 秒 後表面形貌圖。

區域薄弱，故蝕刻速率也較其他區域快，造成
未蝕刻前平坦表面的薄膜經過 5 秒蝕刻後，由

表 1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150oC 經 0.5wt%的

於蝕刻速率的不同，而在垂直基板方向薄膜形

HCl 溶液蝕刻後平均光穿透率

成高低不等的形貌。若再將蝕刻時間持續增長

未蝕 蝕刻 蝕刻 蝕刻

為 10 秒，由於原本薄膜蝕刻速率較低的部

刻

分，經 5 秒蝕刻後在平行基板的方向有更多表

平均穿透率%

面積與蝕刻液接觸，使其蝕刻速率比在剛開始

(400nm~1100nm)

5 秒 10 秒 15 秒

81.98 81.07 61.5 65.51

蝕刻 0~5 秒時蝕刻速率快的位置還快，而此行

圖 2 則為薄膜經 KOH 溶液蝕刻 0~50 秒

為使得薄膜在經過 10 秒蝕刻後對垂直基板方

後的表面形貌圖。由圖中可發現，經蝕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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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過程後，薄膜表面開始產生少量的微小孔

時基板溫度為 350oC 時比基板溫度為 150oC 時

洞，而這些孔洞則隨著蝕刻時間增加至 30 秒

更容易被蝕刻。一般而言，理論上應當隨基板

時有變大變多的趨勢，當蝕刻時間到達 50 秒

溫度增加，薄膜結晶性變好，薄膜不易被蝕

時，薄膜明顯可看出已遭蝕刻液嚴重侵蝕，且

刻，但在此卻剛好相反，而造成此現象原因推

已有部份區域出現被蝕刻至底部情形產生。而

測為濺鍍時基板是來回移動中，因此濺鍍時與

由表 2 中可得知經蝕刻後的平均光穿透率只

沉積薄膜拉扯在平行移動的 X 方向有應力，Y

在蝕刻時間為 30 秒時有些微提升，推測造成

方向則無應力產生，所以造成非等向性應力存

原因為此時薄膜蝕刻後出現明顯孔洞，且薄膜

在[8]，且連續式濺鍍時由於基板平行靶材移

其他區域也沒有遭受嚴重破壞，故使得薄膜反

動，造成斜向沉積及成膜時粒子在平行基板移

射率降低進而導致平均光穿透率有些微提升

動方向拉扯，造成平行基板的 X 方向有應力 Y

的現象。

方向則無，為連續性濺鍍所產生非等向介面應
力比較不同的特性。
在基板溫度為 1500C 時，因為基板介面一
剛開始所沉積薄膜由於材料成份不同，結晶構
造、晶格常數與熱膨脹係數均不同，於基板薄
膜比後來沉積於相同材料薄膜上的薄膜介面
應力來的大，所以當熱能不足時，無法釋放介

(a)

面應力，且氧化鋅在低溫就容易結晶，因此結

(b)

晶性較佳。但在基板溫度為 3500C 時，由於在
高溫度環境下，薄膜基板介面應力會在濺鍍過
程中釋放，因此造成薄膜內的應力梯度[9]，且
由於介面應力為非等向性，影響結構行為更為
複雜，造成不均勻應變，使晶格扭曲、結晶性
(c)

變差，結晶性因而變差。故造成薄膜在製程時

(d)
o

圖 2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150 C 經 33wt%的

基板溫度為 350oC 時比基板溫度為 150oC 時更

KOH 溶液(a)蝕刻前 與蝕刻(b)10 秒 (c)30 秒

容易被蝕刻。且由於薄膜蝕刻後已嚴重遭受破

(d)50 秒 後表面形貌圖。

壞，甚至在蝕刻時間為 15 時，薄膜已全部遭
侵蝕，因此薄膜在蝕刻後的平均光穿透率都呈
o

表 2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150 C 經 33wt%的

現下降(如表 3 中所示)的現象。

KOH 溶液蝕刻後平均光穿透率
表 3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350oC 經 0.5wt%的

未蝕 蝕刻 蝕刻 蝕刻
刻

HCl 溶液蝕刻後平均光穿透率

5 秒 10 秒 15 秒

未蝕 蝕刻 蝕刻 蝕刻

平均穿透率%
(400nm~1100nm)

81.98 81.79 83.15 73.43

刻

5 秒 10 秒 15 秒

平均穿透率%
(400nm~1100nm)
3-2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350oC 蝕刻後分析
由圖 3 與圖 1 中可明顯比較出薄膜在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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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刻
87.23 73.47 69.92

完全

(a)

(c)

(b)

(a)

(d)

(c)

o

(b)

(d)
o

圖 3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350 C 經 0.5wt%的

圖 4 薄膜製程時基板溫度 350 C 經 33wt%的

HCl 溶液(a)蝕刻前 與蝕刻(b)5 秒 (c)10 秒

KOH 溶液(a)蝕刻前 與蝕刻(b)10 秒 (c)30 秒

(d)15 秒 後表面形貌圖。

(d)50 秒 後表面形貌圖。

下列圖 4 為薄膜經 KOH 溶液蝕刻後的表

四、 結論

面形貌變化，薄膜在未經過蝕刻前，表面存在

薄膜在蝕刻過程中並無依照特定方向蝕

明顯的島狀物，但經 10 秒的蝕刻過程後，島

刻，而是由最頂端的薄膜表面往底層逐步蝕

狀物因此被大量清除，使得薄膜表面呈現光滑

刻，薄膜經蝕刻過程中的形貌變化為由最初未

平坦的樣貌，同時薄膜表面也產生少量的微小

蝕刻前的平坦表面形成粗糙面，再由粗糙面形

孔洞，而隨著蝕刻時間增加，孔洞有逐漸擴張

成平坦表面，接著又再度產生粗糙的表面，此

的現象，而在蝕刻時間為 50 秒時，薄膜表面

種現象反覆出現，直至薄膜全部遭受蝕刻完全

明顯變的粗糙。然而薄膜在經過蝕刻後，不僅

為止。而適度蝕刻有助於清除表面缺陷的作

具有清除表面缺陷的作用，同時也使得薄膜形

用，且薄膜在經過適當蝕刻後能使表面產生孔

成粗糙的表面，造成入射光線在經過蝕刻後所

洞，而使得薄膜穿透率提升，其中以試片製程

產生粗糙化結構的薄膜時，減低薄膜的反射

時基板溫度為 350oC 時經 33wt%的 KOH 溶液

率，使得薄膜在蝕刻後的平均光穿透率都有增

蝕刻 5 秒後可得 90.01%的平均光穿透率。

加的現象，如表 4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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