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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量子點之製備 

半導體奈米微粒又稱量子點，其製備方式大致分為物理法及化學法兩種，

如圖2-1所示【15】。物理方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製備方式(top-down process)，

是以機械動力將固體細化，其製程前後的材料組成沒有改變；而化學製備方法

則是由下而上(bottom-up process)，主要是控制化學反應生成固相成品過程中的

析出條件，將材料由離子、原子、分子的方式成核(nucleation)與成長(growth)，

漸漸往上形成奈米微粒，並可藉由介面活性劑，高分子及偶合劑等保護劑的添

加，控制微粒的成長與防止凝聚現象的發生。一般常見的製備方法如表2-1所示

【9】。概括而言，物理製備法能夠得到較大產量之奈米微粒，但所得奈米微粒

的粒徑較大，且粒徑分佈較不均勻。由於奈米微粒在生醫及光學上面的應用，

需要粒徑均勻、大小可控之奈米微粒，因此近年來，合成高品質的奈米量子點

通常使用化學法作為製備方式。 

化學法合成奈米微粒，其主要概念為在奈米微粒生成時控制反應條件，並

對生成之微粒加以保護，藉以達到粒徑可控與粒徑分佈均勻【16】。合成奈米

微粒須經過成核與成長之步驟，成核步驟發生於反應初期，溶液中會因化學反

應而自然生成一些微小的顆粒，於隨後發生的成長步驟中，這些初形成之微粒

會吸引溶解於溶液中的分子或原子而成長，隨後微粒間互相吸引聚集，形成尺

度較大之微粒。在一般的合成中，成核與成長並非如上述依序與分段進行，而

為同時發生，因此將會造成奈米微粒有較寬之粒徑分布。合成反應之情形，可

清楚地由LaMer膠體粒子之成長模型【17】來表示，合成時溶質濃度與時間的關

係如圖2-2所示，在化學反應的過程中，溶質的濃度會隨著反應進行而增加，提

升至過飽和濃度(supersaturation)之上，接著到達成核步驟所需之濃度，在此一過

程中許多核仁快速地形成，核仁的形成消耗大量溶質，造成溶質濃度快速降低

至成核濃度之下。此時成核反應停止進行，核仁數量不再增加，但溶質濃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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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足夠使微粒繼續成長。溶質濃度之殘留不但使微粒繼續成長，甚至使微粒間

彼此聚集，造成合成之微粒超過奈米尺度。因此若要合成奈米等級的微粒，必

須由兩方向著手：(1) 在微粒成長至奈米尺度時使溶質快速消耗；(2) 防止微粒

聚集。 

在合成奈米微粒時，為達到溶質快速消耗之目的，傳統採用方法為在起始

反應時，藉由瞬間加入大量反應前趨劑使系統達到過飽和狀態，而使前趨物濃

度值高於成核所需的濃度起始值(nucleation threshold)，以誘發反應系統進行一

連串不連續的成核過程。過飽和程度不同所引發的不同成核速率，對於奈米微

粒均勻度有著關鍵性的影響力。一般而言，成核過程過久會模糊掉成核與成長

分界點，而造成粒子大小分布不均；因此快速的導入反應劑以誘發快速成核過

程，是較佳的粒子成長環境。此外，因為成核與成長發生於特定的環境下（如

反應溫度、濃度、壓力），若化學反應容器中有其中任何一項條件產生差異，

則成核與成長將會依照局部之環境來進行，形成奈米微粒粒徑大小不一的情

形。其反應環境如圖2-3所示，前趨劑(precursor)以注射針筒快速注入系統中產生

反應，並輔以攪拌與溫控來控制反應的均質性。此種反應為非連續之合成方式，

且為了精準的控制合成時的反應環境，一次能夠反應的容量相當少，約在5-50 ml

以內。 

反應生成之奈米微粒須加以保護，以防止微粒彼此聚集造成之粒徑放大與

粒徑分布不均，其依保護方式之不同，可分為下列所述兩種合成法： 

(1) 化學溶膠法(chemical colloid method) 

以化學溶膠法製備而得之半導體粒子，多屬化合物半導體粒子。膠體溶液

中除反應物外，常另需要加入穩定劑(stabilizing agent)以防止奈米粒子聚集，而

達到控制粒徑的目的。除了以穩定劑控制粒徑外，改變膠體溶液之酸鹼值，更

換反應物中離子之來源，均可達控制粒徑之目的。M. Gao等人【18】的研究指

出，以硫醇酸(thioacid)作為穩定劑，於膠體溶液中製備CdSe奈米粒子時，其粒

徑約為2.1-3.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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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逆微胞法(reverse micellar method)【19-20】 

選取適當界面活性劑(surfactant)，將含特定離子之水溶液依適當比例加入含

有界面活性劑之油相裡，即形成油包水(water-in-oil)之逆微胞系統，在逆微胞內

離子進行化學反應而生成奈米粒子；而水溶液在整個逆微胞系統比例以Wo(Wo

＝[water]/[surfactant])來計算，則所生成之粒子粒徑，可由Wo值的改變來控制其

大小。 

上述兩種方法生成之奈米微粒，雖然透過化學藥品包覆，能夠改善其粒徑

的均勻度，但卻無法精確的控制反應環境的均值性。因此，反應生成的奈米微

粒，仍然具有一定大小之粒徑分布，必須經由粒子大小篩選過程(size selection 

process)，將大小不一的粒徑進行分離，如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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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奈米微粒之製備方法【9】  

物理法 化學法 
粉碎法 
濺鍍法 
鹽析結晶法 
電弧放電法 
流動油面上真空法 
氣相蒸發法 

(a) 電阻加熱 
(b) 高週波感應加熱 
(c) 電漿噴注加熱 
(d) 電子束加熱 
(e) 雷射束加熱 

沉澱法 
加水分解法 
氧化還原法 
雷射合成法 
水熱合成法 
噴霧法(溶劑乾燥法) 
溶劑凝膠法 
化學氣相沈積法 
超臨界流體乾燥法 

 

 

 

圖 2-1 製備奈米微粒之物理法及化學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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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合成奈米微粒時，溶質濃度與時間之關係【17】 

 

 

圖 2-3 合成奈米微粒之傳統反應器【1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圖 2-4 奈米微粒之粒徑篩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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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反應晶片合成之奈米微粒 

微流體系統擁有快速的質傳及熱傳特性，可以在任意時刻對系統的反應速

率和反應物的數量進行控制，十分適合做為奈米微粒生成之環境。應用微流體

系統作為奈米微粒的合成環境，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優點【21-22】：(1) 因微流體

系統之表面效應突顯，故能精確且快速控制溫度及溫度梯度；(2) 能在極短的時

間內混合試劑，以改善濃度梯度，達到反應環境均質性的要求；(3) 系統能被操

作在連續反應的情況下，透過自動化之製程設計，此系統能一天 24 小時連續反

應；(4) 可在連續地狀態下，經由更改試劑之注入流量來改變反應的成分；(5) 微

小化的反應容積能使熱吸收更有效率，並提高設備安全性；(6) 微流體系統可使

合成反應得以透過批次化的方式大量生產，且以整合的方式達到傳統反應器之

產量規模。 

以微流體系統合成奈米微粒的想法，於 2002 年由 J. B. Edel 等人【23】首

度提出，此篇論文之概念即為將巨觀反應系統微小化。在傳統反應器中，混合

與反應為同時發生之步驟，若混合不充足會造成部份區域反應中斷，部份區域

反應繼續進行的情況。相反地，在微流體系統中，可將反應程序設計為試劑混

合完全後才開始反應，使得成核與成長兩步驟依序進行。因此，研究中提出以

微流道作為反應環境進行混合與反應的過程，圖 2-5 為實際之微流體系統元件，

此元件為反應發生的場所，因此又稱之為微反應晶片。晶片製作於石英基板上，

以分流之方式，將微流體充分混合後進行反應，以形成奈米微粒。雖然實驗中

並未得到預期較窄之粒徑分布，但發現粒徑分布能透過增加體積流率的方式改

善，且藉由反應時間的改變能對粒徑大小做控制。 

同年，H. Nakamura 等人【24-25】利用玻璃毛細管作為合成硒化鎘奈米微

粒之微反應器。因為合成反應溫度相當高，故此研究中使用玻璃材質之毛細管

做為微流道，以承受 245-275 ℃之浴油加熱，其毛細管長度長達 1 公尺，使反應

時間足夠合成奈米微粒。除了單純的合成奈米微粒之外，2003 年同一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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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提出如圖 2-6 所示之微反應系統【26】，能於微流體系統中合成硒化鎘奈

米微粒，並以硫化鋅修飾，產生高發光效率。研究並提出藉由體積流率改變來

控制粒徑大小的方法。2004 年，此研究團隊持續探討毛細管中熱分佈情形【27】，

藉以精確控制合成反應的溫度與時間。此種合成反應器之主體為玻璃毛細管，

可承受高溫，且藉由兩段毛細管的整合，可使奈米微粒的反應與修飾皆在同一

微流體系統中，能夠同時提升粒徑分佈與發光效率。此元件缺點為玻璃毛細管

結構強健性低、長達一公尺以上的毛細管難以獲得及使用。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微流體系統因為能夠提升環境均質性、快速精確地

控溫、連續反應、提高設備安全性等優點，對於目前合成複合量子點之瓶頸與

限制能有相當大的改善。然而，利用微流體系統合成的相關文獻，但無法整合

且多工性的應用；雖然在實際應用中複合量子點需要表面修飾以提升發光效

率，且僅有一篇文獻對於生成之微粒做後續的修飾。且其使用長達超過一公尺

的玻璃毛細管以生成及修飾複合量子點，對於量化生產而言並不切實際。雖然

文獻得到許多微流體系統有利於奈米微粒合成之特性，但在實際的合成上，微

流體的系統並不夠完備，足以全面被應用於奈米微粒之合成。因而以微機電的

觀點，開發整合型之微反應晶片，將有助於提升奈米微粒的合成效果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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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O3)2·4H2O

Na2S

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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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合成 CdS 奈米微粒之微流體系統【23】 

 

 

 

圖 2-6 以 ZnS 修飾 CdSe 奈米微粒之微反應系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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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玻璃蝕刻技術在微反應晶片上應用 

化學合成的實驗，是由混合、加熱、反應、分離、並提取所要物質。一般

而言，這些操作都是在傳統錐形瓶或試管中進行反應。但這些傳統的反應器受

限於一次反應的量相當的少、粒徑均勻性不佳、反應時間長、安全性不佳等缺

點。因此，藉由微流體系統晶片之特性，可改善傳統反應器諸多缺點與限制。 

微反應晶片主要是利用微影、蝕刻等微機電製程技術，如表1-1所示【1】，

在玻璃基板上製作出簡單的溝槽，使玻璃晶片能將前述的混合、加熱、反應之

基本化學合成操作，整合在單一晶片上。若提高玻璃微細加工技術，製作出3-D

立體的微流道，再加上微幫浦或微閥，則可製造出更精密、效能更高之微反應

晶片。文獻中常使用的玻璃微細加工技術，主要有整合薄膜技術的化學濕式蝕

刻及以電漿當作蝕刻源之乾式蝕刻(dry etching)兩種。 

(1) 化學濕式玻璃蝕刻技術 

一般而言，玻璃是屬於非晶型態的固體，經HF或BOE蝕刻後，多半呈現圓

弧狀等向性蝕刻的特性，如圖2-7所示。且內部的成份並非是純二氧化矽，含有

其它氧化物存在，如表2-2所示【28】。而這些氧化物對玻璃的蝕刻液HF、BOE

等，具有不同的蝕刻速率【29】。因此，與單晶矽的蝕刻相較，玻璃基材具有較

難掌控的蝕刻特性，如側蝕(lateral underetching)、針孔現象(pinholes)、表面粗糙

度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改善的措施，敘述如下： 

2000 年，A. Grosse 等人【30】在玻璃基板上塗佈 HMDS 及硬烤等步驟，

增加光阻與玻璃間的接合性，此方式可成功的利用單層光阻做為蝕刻保護層，

但蝕刻後表面仍然有針孔現象。2003 年，M. Bu 等人【31】利用多層金屬及光

阻做為蝕刻保護層，並比較不同厚度光阻對蝕刻結果的影響。由圖 2-8 可發現，

較薄的 s1813 光阻配上多層金屬膜時，有效大幅降低針孔現象；若選用較厚光

阻如 AZ4620 等，再加上多層金屬膜的保護，甚至可達無針孔現象且平滑的表

面。2005 年，C. Iliescu 等人【32】將 HCl 以適當的比例加入 HF 內，可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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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玻璃深蝕刻後表面粗糙度的問題。因玻璃的成分並非是純二氧化矽，含有其

它氧化物存在。而這些氧化物有些不會溶於 HF，造成蝕刻後表面不平整。研究

指出，若適當的比例加入 HCl，如圖 2-9 所示。將不溶於 HF 的氧化物溶解，可

得到粗糙度為 5 nm 的表面。 

上述 3 種方式，雖可改善表面針孔現象及粗糙度等問題，但對於玻璃嚴重

的側蝕情況並未詳加探討。1997 年，T. Corman 等人【33】先用 KOH 在單晶矽

上開出蝕刻視窗，再利用陽極接合技術，將玻璃(pyrex 7740)與單晶矽接合起來，

做為玻璃的蝕刻罩幕。然後選擇稀釋過後的氫氟酸(50% HF：H2O＝1：5)對玻

璃做蝕刻。此研究可有效的抑制玻璃側蝕現象，而蝕刻表面非常的光滑且平整。

如圖 2-10 所示，為不同蝕刻深度下側蝕的結果。2003 年，D. S. C. Bien 等人【34】

利用側壁保護的技術，可達到超過 300 µm 的蝕刻深度，且有效抑制側蝕現象。

如圖 2-11 所示，經由電鍍金的側壁保護，可有效抑制深蝕刻後側蝕現象的發生。 

(2) 乾式玻璃蝕刻技術 

因為玻璃的側向蝕刻嚴重，在化學濕式蝕刻之後，無法得到高精度與高深

寬比的微結構。近年來，屬於乾式矽蝕刻之反應性離子蝕刻製程技術，已被開

發應用於玻璃基板之生醫元件、光電元件等結構之製作，且能夠輕易製作出側

壁接近垂直的微結構。反應性離子蝕刻技術，可突破玻璃在化學濕式蝕刻後，

側蝕過大的缺點，但傳統的 RIE 製程亦受限於低蝕刻速率(<1 μm/min)，與無法

得到高深寬比(< 10:1)的問題，使得在 MEMS 製程的應用上受限；新近發展的感

應耦合電漿離子蝕刻技術(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RIE, ICP-RIE)，大幅改善

RIE 在蝕刻速率、側向蝕刻、及深寬比等方面的缺點。2000 年 X. Li 等人【35】

在鉻金膜上電鑄 20 µm 鎳，做為蝕刻罩幕，再利由 ICP-RIE 技術製作出側壁垂

直度近 90°的微結構，如圖 2-12(a)所示。但以 ICP-RIE 進行玻璃深蝕刻，若參數

操作條件(反應氣體組成、氣體壓力及電極電壓)與結構特徵尺寸 (feature size) 

設計的不當時，容易造成微結構的缺陷。圖 2-12(b)即顯示，ICP-RIE 製程常見

之結構缺陷，如蝕刻深度的差異、蝕刻處底部產生雜草(grass)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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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不同玻璃之成分(wt%)【28】 

 Boroflot Pyrex 0211 Quartz Soda-lime Corning 1737

SiO2 70-87 % 80 % 65 % 100 %  57 % 

Al2O3 1-7 % 2.25 % 2 %    

B2O3 7-15 % 13.1 % 9 %   4 % 

Na2O 0-5 % 3.5 % 7 %   1 % 

K2O 0-5 % 1.1 % 7 %   1 % 

Other 
oxides 0-8 % 0.05 % 

Fe2O3 
7 % ZnO 
3 % TiO   

20.5 % Al2O3 
5.5 % CaO 

 12 % MgO 

NaOH     2 %  

KOH     3 %  

CaOH     80 %  

 

 

 

 

圖 2-7 玻璃之等向性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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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較厚之光阻可有效減少針孔現象的產生【31】： 

   (a) Cr/Au (60 nm/500 nm)+2.2µm of Shipley S1818； 

   (b) Cr/Au/Cr/Au (60 nm/400 nm/60 nm/400 nm) +  2.2 µm of S1818； 

   (c) Cr/Au/Cr/Au (60 nm/400 nm/60 nm/400 nm) + 10 µm of Shipley SPR220-7：  

   (d) Cr/Au/Cr/Au (60 nm/400 nm/60 nm/400 nm)+20 µm of SPR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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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不同濃度之HCl對表面粗糙度影響【32】 
 

 

 

圖 2-10 不同深度下側蝕的結果：(a) 100 µm；(b) 190 µm；(c) 350 µm； 

        (d) 470 µ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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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藉由金的側壁保護，可有效抑制深蝕刻後側蝕現象的發生【34】 

 

 
(a) 

 

    
  (b) 

圖 2-12 (a) ICP-RIE 加工之玻璃微結構；(b) ICP-RIE 形成之結構缺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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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微反應晶片主要是利用微影、蝕刻等微機電製程技術，在玻璃基板上製作

出簡單的溝槽，使玻璃晶片能將混合、加熱、反應之基本化學合成操作，整合

在單一晶片上。若提高玻璃微細加工技術，製作出 3-D 立體的微流道，再加上

微幫浦或微閥，則可製造出更精密、效能更高之微反應晶片。而奈米粒徑大小

與反應環境(溫度、濃度)以及反應時間，有極高相關性【16】，利用此高效能之

微反應晶片，作為奈米微粒合成的環境，將有助於提升奈米微粒合成的效果與

品質。 

然而，在玻璃微細加工技術中，雖然 ICP-RIE 蝕刻技術有極佳的高深寬比

微加工能力，但此系統的價格相當昂貴且加工成本極高。為了增強全玻璃反應

晶片的應用，結構體朝著高深寬比(high aspect ratio)的三維形狀發展，乃是必然

的驅勢。若能改善玻璃基材經化學濕式蝕刻後，產生的粗糙度及側蝕等問題，

選擇此方式為最簡單且最便宜的玻璃微細加工技術。 

因此，本實驗之目的在於開發低成本之「玻璃深蝕刻技術」，設計一適用

於玻璃微反應晶片之製程，將微混合器、白金加熱元件及溫度控制系統整合在

四吋玻璃晶片上，用以製備複合型奈米量子點。期望不但能以微流道合成複合

量子點粒子，更能把修飾奈米微粒之機制加入流體系統中，以實現全流體系統

之連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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