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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製程規劃與檢測 

4.1 製程規劃 

本研究製作之微反應晶片，所有結構皆由玻璃完成；而提升玻璃元件的微

細加工技術，可製作出 3-D 立體的微流道，再整合微幫浦或微閥利用，則可製

造出更精密、效能更高之微反應晶片。研究採用 Pyrex 7740、Corning 1737、

Soda-lime、Quartz 四種微機電常用的玻璃基材進行蝕刻的比較，以尋求最適合

微反應晶片製作的玻璃基材。因此，本實驗製作流程分為玻璃流道深蝕刻、玻

璃對玻璃熔融接合與白金溫控模組製作三部分，如圖 4-1 為其製作流程圖，詳細

說明如下： 

(1) 玻璃流道深蝕刻 

(a) 玻璃基板清洗： 

玻璃基板的潔淨度對薄膜附著性有極大的影響，因此玻璃基板的清洗動

作需要相當地確實，以減少後續製程上不確定之因素。首先將玻璃基板放入

丙酮（acetone）中浸泡，並使用超音波震盪器，以震盪功率 100 W 將玻璃基

板震洗 3 分鐘，用以去除附著於玻璃基板表面之有機物質。再將玻璃基板放

入異丙醇（IPA）中浸泡，使異丙醇與殘餘在玻璃基板表面之丙酮互溶，之後

再以去離子水加以沖洗，用以去除殘留在玻璃基板上的丙酮。最後將玻璃基

板置於加熱板上，以溫度 150 ℃進行去水烘烤 15 分鐘。 

(b) 退火處理： 

將清洗完的玻璃基板放入高溫熱處理爐內，熱處理溫度從 100 ℃到 700 

℃，個別進行升溫 2 小時，持溫 1 小時之退火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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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黃光微影定義金屬蝕刻罩幕： 

以光阻與金屬膜層做為玻璃深蝕刻的罩幕，首先以蒸鍍的方式沉積鉻/ 金 

(Cr/Au: 500 Å/ 1000 Å)，之後利用厚度為 8 µm 之 AZ 4620 正型光阻，進行第

一道光罩之微影製程，然後以 75 ℃王水與鉻專用蝕刻液(Cr-7)，將未受光阻

保護的鉻/金層移除，完成金屬蝕刻罩幕的定義。 

  (d) 微流道結構之深刻： 

將定義好的玻璃蝕刻罩幕，以常溫之 49-50 %氫氟酸溶液蝕刻，蝕刻速率

約為每分鐘 7-8 μm，微流道結構的預計蝕刻深度為 100 μm。 

(f) 光阻與蝕刻罩幕之去除： 

利用丙酮先將鉻/金層上之光阻去除，然後以 75 ℃王水去除金膜，再以鉻

專用蝕刻液(Cr-7)將鉻層完全清除，完成流道的蝕刻。 

(2) 玻璃對玻璃熔融接合： 

微反應晶片需在高溫下操作，且注射溶液之入口壓力高，因此需要耐高溫

操作，結合強度佳的接合方式。玻璃對玻璃結合的方式，可概括分為氫氟酸接

合、高分子接合、熔融接合三種，其中熔融接合之操作危險性低、耐高溫、接

合強度強，應用本實驗室自有之高溫燒結爐即可進行製程，因此選用此法接合

玻璃晶片。熔融接合雖不若陽極接合般需要極高之晶片潔淨度，但金屬微粒與

灰塵仍然會降低接合的良率。因此在接合前先將晶片經過清洗的程序處理。 

(a) 晶片清洗    

    硫酸：雙氧水＝3:1；溫度 80 ℃ 

(b) 晶片水解   

    氨水：雙氧水：水＝1:1:2；溫度 75 ℃ 

接著以水膜接合兩片晶片，並於顯微鏡下進行立體流道之對準，最後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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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處理爐並給予約 1000 公克之負載，以每分鐘 5℃之速率升溫至 650℃維持一

小時後冷卻至室溫，便完成玻璃對玻璃之熔融接合。 

(3) 白金加熱器與溫度感測器製作： 

使用 AZ 4620 正型光阻進行第二道光罩之微影程序，然後以真空濺鍍法鍍

上一層 200 Å/2000 Å 之鈦/鉑金屬膜，接著以丙酮將光阻去除，即可定義出加熱

電極與溫度感測器，最後將元件放入高溫爐中對白金進行 500 ℃之退火處理，

使電阻溫度係數較為穩定。 

4.1.1 微反應晶片之特性檢測 

微反應晶片混合部份之流場特性，以酸鹼指示計酚酞來觀察混合的情形。

此系統主要原理為利用酸鹼指示計酚酞在 PH 值超過 8 時，由無色透明轉變為紫

色，利用此種色度之變化得以觀察混合情形。兩流體配方參照 M Koch 等人之

配方【50】，3.1 mmol 之酚酞溶於 10 ml 酒精中配製成 0.31 mol/L 酒精溶液；另

外將 1 ml ammonia 與 16 ml 純水混合，製備成水溶液。最後將此兩種溶液分別

注入微反應晶片中以觀察於混合區段之混合特性。此量測系統可判斷微流體內

流體混合之情形，最後將得到相關的量測資訊與 CFD 數值模擬相互比對驗證，

可藉此了解數值模擬與實際混合效果的差異，以及微混合器實際之混合效率。 

微反應晶片加熱特性之檢測，由紅外線熱像儀提供二維的溫度影像，進行

微反應晶片全區之溫度分佈量測。首先將兩加熱區之加熱電極供以電源，使之

分別加熱至300 ℃及220 ℃的反應溫度。接著以紅外線熱像儀進行觀察，藉以得

知於實際加熱時，兩加熱區溫度分佈之均勻性，及兩加熱區段對於整個微反應

晶片熱分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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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at treatment

(b) deposition Cr/Au

(c) lithography

(d) etching Cr/Au 

(e) etching by HF 

(f) remove Cr/Au 

(i) lift-off 

(h) sputter Ti/Pt 

(g) fusion bonding 

Cr/Au Ti/Pt glass AZ4620  

 

圖 4-1 微反應晶片之製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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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量子點硒化鎘/硫化鋅溶液之準備 

完成微反應晶片之製程後，便可將反應試劑注入晶片中進行反應，以檢測其

實際應用之效果。由於本研究之重點為微機電式微反應晶片的研發，因此於化學

合成系統方面依循文獻【27】中之反應系統，化學藥品如表 4-1 所示，合成系統

之描述如下： 

1. 硒化鎘溶液之準備： 

將10 mmol硒粉末加入25克trioctyl phosphine (TOP)中製備TOP-Se溶液。

同時，266.6毫克硫酸鎘加入20克硬脂酸中攪拌均勻並升溫至130°C，待溫度

穩定後加入 20克 Trioctyl phosphine oxide (TOPO)。接著自然冷卻至100 °C，

將先前調配之TOP-Se以 1Cd : 5Se 之比例混合均勻。此時因為反應溫度並未

到達，因此還不會反應生成硒化鎘奈米微粒。 

2. 硫化鋅溶液之準備： 

將0.5 mmol二乙鋅與0.5 mmol bis(trimethylsilyl) sulfide溶解於3毫升TOP

中，接著將此溶液與3毫升TOPO混合，便完成硫化鋅溶液之製備。 

3. 將兩溶液注入微反應晶片中合成奈米微粒： 

a. 第一段加溫區：以注射式幫浦將硒化鎘溶液與硫化鋅溶液注入。硒化鎘

溶液流經300 ℃加溫區時開始反應，形成硒化鎘奈米微粒，隨著壓力的

驅動，溶液在數秒內即流出加溫區，停止反應。 

b. 混合區：流出第一段加熱區，已形成奈米微粒之硒化鎘溶液，與硫化鋅

溶液一起流入此區，藉由渾沌對流式立體結構快速混合。 

c. 第二段加溫區：混合均勻之溶液流經第二段加熱區中，開始產生核殼結

構之反應，同樣地，經由注射幫浦之控制，溶液在數秒內即流出加溫區，

停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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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化學藥品 

化 學 藥 品 製  造  商 代  理  商 

Selenium powder ACROS 景 明 化 工

Cadmium acetate  景 明 化 工

Stearic acid  景 明 化 工

Trioctyl phosphine (TOP) Fluka 景 明 化 工

Trioctyl phosphine oxide (TOPO) Fluka 景 明 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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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驗設備與檢測 

本實驗主要是應用黃光微影製程、金屬濺鍍製程、濕式蝕刻製程技術及表

面形貌量測系統進行元件製作。元件完成後採用注射幫浦、電源供應器、紅外

線熱像儀、紫外光/可見光吸收光譜儀等量測系統進行特性探討，實驗設備如表

4-2 所示。以下將針對製程技術所需之設備來加以說明： 

1. 黃光微影製程 

本製程主要是使用 UV 光(I-line，波長 365 nm)進行曝光，將光罩圖案轉移

定義於玻璃基板上，主要的實驗設備有圖 4-2 所示之光阻旋塗機、曝光機、熱墊

板及超音波振盪器。 

2. 蒸鍍及濺鍍製程 

在蒸鍍製程部分，以沉積鉻/金(Cr/Au: 500 Å/ 1000 Å)做為金屬的蝕刻罩

幕，實驗設備如圖 4-3。在濺鍍製程方面，於玻璃上利用黃光微影定義圖案，接

著便進行金屬濺鍍製程，主要是利用其成膜品質優良的特性，使玻璃上有一層

品質佳且黏著性好的鈦/白金薄膜，經掀離製程後，其所定義之金屬圖案即為本

實驗所需之白金加熱器與感測器，此設備如圖 4-4 所示。 

3. 表面形貌量測儀器 

在進行各段製程後，利用如圖 4-5 所示之工具顯微鏡暨影像量測與儲存系

統觀測實驗結果，及使用如圖 4-6 所示的表面輪廓量測儀來測量膜厚及表面粗糙

度，觀察景深較深的流道圖形時，以圖 4-7 之可變焦光學顯微鏡以及圖 4-8 所示

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4. 熱處理爐 

將清洗完的玻璃基板放入高溫熱處理爐內；熱處理溫度從 100 ℃到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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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進行升溫 2 小時，持溫 1 小時之退火處理。除此之外，熱處理爐還提供一

高溫環境，幫助微流道蝕刻完成後，可將兩晶片做接合，實驗設備如圖 4-9 所示。 

5. 電性驅動系統 

本實驗所應用之電性驅動設備，主要是以電壓的形式供給微溫控模組加熱

過程中所需之能量，實驗設備如圖 4-10 所示。 

6. 注射式幫浦 

    注射式幫浦用於晶片完成後之奈米微粒合成。本實驗採用之雙管注射幫

浦，如圖 4-11 所示，得以同時提供兩入口端之入口壓力，使流體得以克服壓降

順利於微流道中流動，此幫浦注入流量可操作於 0.001 μl/min 至 1.175 ml/min 範

圍內，再現性為 0.1 %，誤差率小於 1 %。 

7. 紅外線熱像儀 

微反應晶片加熱特性之檢測，由紅外線熱像儀提供二維的溫度影像，進行

微反應晶片全區之溫度分佈量測。藉以得知於實際加熱時，兩加熱區溫度分佈

之均勻性，及兩加熱區段對於整個微反應晶片熱分佈之影響，如圖4-12所示。 

8. 紫外光/可見光吸收光譜儀 

    反應合成之奈米微粒直接以溶液之狀態，利用紫外光/可見光吸收光譜儀

(UV-Vis spectrometers)對奈米微粒進行光學特性檢測，以得到粒子粒徑大小，粒

徑分佈的均勻度等資訊，如圖 4-13 所示。 

9. 多功能量測系統 

    如圖 4-14 所示，多功能量測系統(Agilent 34970A)可同時精確的量測電壓、

電流、電阻及溫度(RTD)等資料，並利用 RS232 將資料蒐集於電腦。藉由測量阻

值之改變，可推得微反應晶片上的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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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實驗設備 

名  稱 型  號 製  造  商 代  理  商 

曝光機 HB-2510313Y-C Kyowariken 
鑫拓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光阻旋塗機 K-359SD-1 Kyowariken 
鑫拓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熱墊板 HP-350  
汎達科技有限

公司 

超音波洗淨機 Elma T710-DH Elma 
尚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濺鍍機 Psur-100 HB 
Advanced system 
technology 

 

光學顯微鏡 STM6 Olympus 
元利儀器股份

有限公司 

表面輪廓量測儀 Alpha-Step 500 Tencor 
辛耘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長工作距離顯微鏡 ZOOM 125 Optem 
汎達科技有限

公司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JSM-6360 (LV) 
JEOL 

日本電子株式会社 
捷東股份有限

公司 

熱處理爐 BF51732C-1 
LINDBERG/ 
BLUEM 

汎達科技有限

公司 

直流電源供應器 GPC-6030D INSTEK  

注射式幫浦 KDS101 KD Scientific 
新丹企業有限

公司 

紅外線熱像儀 TVS-200 日本 AVIO 
景興電腦科技

有限公司 

UV-Vis 光譜儀 8453 Agilent 
甲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資料蒐集器 34970 A Agilent 
浩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第四章 製程規劃與檢測 

 
- 71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a) 光阻旋塗機 

 

 

 

 
(b) 熱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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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曝光機 

 

 
(d) 超音波洗淨機 

圖 4-2 黃光製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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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熱蒸鍍機 

 

圖 4-4 DC&RF 金屬濺鍍製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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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顯微鏡暨影像量測與儲存系統 

 

圖 4-6 表面輪廓量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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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可變焦光學顯微鏡 

 

圖 4-8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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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高溫熱處理爐 

 

圖 4-10 電源供應器 



第四章 製程規劃與檢測 

 
- 77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圖 4-11 注射式幫浦 

 

 

圖 4-12 紅外線熱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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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紫外光/可見光吸收光譜儀與螢光光譜儀 

 

 

圖 4-14 多功能量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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