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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沿Ｓｉ的（１００）面注入Ｈｅ离子，能量为３０ｋｅＶ、剂量为５×１０
１６ｉｏｎｓ／ｃｍ２。注入后样品切成

几块，在真空炉中分别做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从６００℃到１０００℃，退火时间均为３０ｍｉｎ。利用原

子力显微镜研究了各个样品表面形貌的演化。发现样品表面形貌与退火温度相关联。假设在气泡中

Ｈｅ原子与空位的比值很高，导致样品内部存在高压的 Ｈｅ泡，从而使样品表面形貌发生变化。探

讨了在Ｓｉ中 Ｈｅ泡随退火温度的演化和Ｈｅ原子在材料中的释放机制及其对表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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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们已对Ｈｅ离子注入到单晶Ｓｉ中的效应研究

了多年。Ｈｅ离子注入到单晶Ｓｉ中，所产生的纳米

尺寸的空腔能够有效地捕获过渡族金属杂质［１，２］，

提高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性能。在空腔内表面存在大

量的悬挂键，能够与杂质原子发生强烈相互作用，

因此可影响杂质的扩散和二次缺陷的形成和演

化［３］。Ｈｅ是惰性气体离子，不与材料本身发生反

应，故此在材料中不会留下杂质。利用 Ｈｅ离子注

入Ｓｉ材料中引入的缺陷，还可以制备一些特殊材

料，例如制备ＳＯＩ薄膜（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目前

已经有报道将Ｈｅ离子注入到Ｓｉ中，再通过氧气氛

中的高温退火来制备ＳＯＩ。该现象是利用 Ｈｅ离子

在Ｓｉ材料中所造成的空腔，利用热扩散的方法，将

氧扩散到纳米空腔区域，与空腔内表面的悬挂键结

合，发生区域氧化［４］。

　　室温下Ｈｅ在Ｓｉ中具有低的迁移率，在未退火

的注 Ｈｅ样品中，Ｈｅ主要以与空位的复合体形式

存在。根据分子动力学计算可知［５］，Ｈｅ原子在硅

中会占据替代位。Ｈｅ原子被单空位强烈排斥，稳

定状态是一个Ｈｅ原子与多个空位相结合
［５］。当Ｈｅ

的注入达到一定阈值剂量时，材料中过饱和的惰性

气体离子会聚积形成 Ｈｅ泡。再通过随后的退火处

理使Ｈｅ气体原子发生释放，形成纳米尺寸的空腔。

　　由于一定剂量的 Ｈｅ离子注入和随后的退火处

理可能会对Ｓｉ晶片表面产生损伤，研究一定剂量的

Ｈｅ离子注入到Ｓｉ中，样品表面的损伤随退火温度

的变化，对于 Ｈｅ离子注入方法在Ｓｉ材料中杂质吸

附和ＳＯＩ薄膜制备中的应用，以及大力发展ＶＬＳＩ

（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器件具有积极意义。

本工作通过观察样品表面形貌的变化，研究了 Ｈｅ

泡随退火温度的演化，以及 Ｈｅ原子在材料中的释

放行为。

２　实验过程

　　Ｈｅ离子注入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３２０ｋＶＥＣＲ综合实验平台的辐照终端进行

的。在（１００）表面取向的ｐ型单晶Ｓｉ注入Ｈｅ离子，

注入剂量为５×１０１６ｉｏｎｓ／ｃｍ２，离子能量为３０ｋｅＶ。

注入过程中，样品温度保持在３００℃，其目的是为

了避免辐照损伤积累引起的非晶化。退火实验是用

真空退火炉完成的，其真空度为１０－４Ｐａ，样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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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３０ｍｉｎ，退火温度分别为６０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

升温速率约４５℃／ｍｉｎ，降温速率７．８℃／ｍｉｎ。

　　利用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ＳＰＭ

９５００型原子力显微镜（ＡＦＭ），测量样品表面随退

火温度的变化。

３　实验结果

　　图１给出了样品表面形貌随退火温度的变化关

系。其中，图１（ａ）为空白样品，样品表面较为平整，

测得样品表面粗糙度的均方根为０．９４４ｎｍ；图

１（ｂ）给出了注入样品在真空中６００℃的条件下退火

３０ｍｉｎ后表面形貌变化，此时样品表面出现条状的

坑和幅度很小的隆起（平均高度约１０ｎｍ），坑的深

度达５０ｎｍ，长度达３００ｎｍ左右；图１（ｃ）给出了注

入样品在真空中８００℃退火３０ｍｉｎ后的样品表面

形貌变化，此时样品表面出现分布不均匀的球形隆

起；图１（ｄ）给出了注入样品在真空中１０００℃退火

３０ｍｉｎ后样品表面出现锥形的坑和隆起，坑的直径

达２００ｎｍ左右，深度为３０ｎｍ。同时随着退火温度

的升高，样品表面泡的直径增大，密度减小。

图１ 利用ＡＦＭ测到的３０ｋｅＶ，５×１０１６ｉｏｎｓ／ｃｍ２Ｈｅ离子注入单晶Ｓｉ的样品表面形貌随退火温度的变化与空白样品的比较

　　（ａ）空白样品；（ｂ）真空中６００℃退火３０ｍｉｎ；（ｃ）真空中８００℃退火３０ｍｉｎ；（ｄ）真空中１０００℃退火３０ｍｉｎ。

４　讨论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高剂量的 Ｈｅ离子注入到

单晶Ｓｉ中去，在接着的退火过程会对样品表面产生

不同的影响。人们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注入到单晶

Ｓｉ中的Ｈｅ离子，会与空位型缺陷（如双空位、多空

位等）发生作用，形成更稳定的空位型缺陷团簇。但

是，根据分子动力学研究表明，Ｈｅ原子与单空位

的复合体不会稳定，会自动发生分解［６］。当单晶Ｓｉ

中局部区域的 Ｈｅ原子浓度超过３．５×１０２０ａｔｏｍｓ／

ｃｍ３时，就会产生Ｈｅ泡
［７］。３０ｋｅＶ的Ｈｅ离子注入

单晶Ｓｉ产生Ｈｅ泡的阈剂量为５×１０１５ｉｏｎｓ／ｃｍ２
［７］。

由于本实验注入的剂量为５×１０１６ｉｏｎｓ／ｃｍ２，故此

Ｈｅ原子和空位团簇（Ｖ狀，狀为空位的数目）相互作

用会形成稳定的 Ｈｅ犿Ｖ狀团簇（犿 为 Ｈｅ原子的数

目）。由于 Ｈｅ原子和空位团簇相互作用，开始时只

是出现面型沉积物（Ｈｅ犿Ｖ狀），此时 Ｈｅ原子和空位

作用能较低。随着这些沉积物尺寸的增加，Ｈｅ原

子和空位之间的作用能也相应增加。当达到临界尺

寸时［８］，沉积物将通过挤压材料中的Ｓｉ原子，而提

供足够的空间为 Ｈｅ原子，这就是所谓的捕获相互

过程［９］：

　　　　　Ｈｅ犿Ｖ狀→Ｈｅ犿Ｖ狀＋１＋Ｉ，

其中Ｉ为间隙子。当沉积物 Ｈｅ泡大到一定程度时，

就能被电镜观察到。

　　经过人们近１０年的深入研究，Ｈｅ原子进入空

位型缺陷，并产生稳定的 Ｈｅ犿Ｖ狀的现象已被证

实［８，９］。当 Ｈｅ泡处于平衡态时，其内部压强为
［１０］

狆＝
２γ
狉
， （１）

其中γ为样品的表面能，狉为气泡半径。通常γ的

值为１．３×１０２Ｊ／ｍ２。如果气泡的半径为２ｎｍ，则

其内部压强为６．５×１０８Ｐａ。有研究表明，当气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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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超过１０９Ｐａ时，会引起材料的剥离，这就是智

能剥离［１１］。因此，６．５×１０８Ｐａ将会对样品表面产

生影响，此时材料表面受到巨大压力而出现隆起。

由于在样品中受到材料不同晶面表面能的影响，通

常气泡不是圆形，而是六边形［１２］，故此材料表面的

隆起应该近似为锥型。另外，Ｓｉ间隙子会在气泡的

周围形成位错环，由于这种位错环具有不可滑移的

特点［１３］，故此当气泡内的压强减小时，位错环会发

生分解，进入到气泡中。样品表面也会吸收Ｓｉ间隙

子和空位，导致材料表面形貌的变化。

　　通过 ＴＨＤ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ｔｅｒ）研究表明，在单晶Ｓｉ中产生Ｈｅ气泡，在

随后的退火过程中，Ｈｅ原子会从Ｈｅ泡中释放，通

过扩散从样品的表面逃逸出去，留下纳米尺寸的空

腔。Ｈｅ原子从气泡中分解所需要的温度与实验条

件（如注入剂量、能量、注入温度及退火温度等）有

关。Ｈｅ原子从Ｓｉ中释放由两阶段组成，这两个阶

段对应于Ｈｅ原子从不同种类的缺陷中的热释放。

第１阶段对应于较小的 Ｈｅ空位团簇热释放，此时

需要的温度较低。第２阶段对应于较大的 Ｈｅ空位

团簇热释放，此时需要的温度较高［１４］。Ｈｅ原子释

放的两阶段过程，可以用Ｇｒｉｆｆｉｏｅｎ等
［１５］提出的 Ｈｅ

释放速率理论解释。其理论可以用下式表示：

ｄ犖
ｄ狋
＝－
３犖犘
犚狉
ｅｘｐ －

Δ犎（ ）犽犜
（ｓ－１） （２）

其中犖 为初始气泡中 Ｈｅ原子数目，狋为时间，犘

为渗透速率，犚为Ｈｅ泡离样品表面的平均距离，狉

为Ｈｅ泡半径，Δ犎 为渗透激活能，犽为玻尔兹曼常

数，犜为温度。

　　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Ｈｅ原子会从气泡中逃

逸出，引起气泡内部压强的降低，导致材料中Ｓｉ间

隙子进入到气泡中，使材料表面出现塌陷。对于本

实验３０ｋｅＶ，５×１０１６ｉｏｎｓ／ｃｍ２的 Ｈｅ离子注入情

形，退火６００℃应该为第１阶段
［１４］，即对应于低温

退火释放阶段。由于此时 Ｈｅ空位集团所产生的气

泡为面形，气泡的半径比较小。我们利用透射电镜

发现，此时气泡的平均半径约为１ｎｍ。根据关系式

（２），此时有大量的 Ｈｅ原子从 Ｈｅ泡中逃逸出来，

这可以解释材料表面出现了条状的坑。

　　根据捕获相互作用机理，随着退火的进一步增

加，达到８００℃时，样品内部的气泡由面形长大成

类球形，气泡半径增加，约为２．５ｎｍ。此时 Ｈｅ原

子和空位团簇的作用能较高。根据关系式（２）和实

验发现此时退火８００℃ 还不足以导致Ｈｅ原子从气

泡中逃逸出来，从 ＴＨＤＳ也说明了这一点
［１４］。利

用关系式（１），可以估计出气泡内部的压强约为１０８

Ｐａ，故此在样品表面观察到类球形隆起。

　　当退火温度达到１０００℃时，从ＴＨＤＳ可看到

有大量的Ｈｅ原子从这些球形气泡中逃逸出来
［１４］，

对应于第２阶段。此时气泡内部压强降低，受到不

同晶面的γ影响，导致材料表面出现锥形的坑。

　　根据Ｏｓｔｗａｌｄｒｉｐｅｎｉｎｇ（ＯＲ）机制
［１６］：

ｄ狉
ｄ狋
＝犓

１

狉ｍｅａｎ
－
１（ ）狉 ， （３）

其中犓 为热激活能，犓＝犓０ｅｘｐ（－犈ａ／犽犜），犓０为

常 数，Ｅ犪为犗犚激活能。当气泡半径为ｒ犿犲犪狀时，气

图２ 退火３０ｍｉｎ后利用ＯＲ计算的数据与两种不同的实验

结果的比较［１７—１９］

泡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当气泡半径大于狉ｍｅａｎ时，

气泡膨胀；气泡半径小于狉ｍｅａｎ时，气泡缩小。故此

单晶Ｓｉ样品注 Ｈｅ离子后，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

大于平均半径的气泡将膨胀，小于平均半径的气泡

将消失（见图２）。根据 ＯＲ守恒机理，样品内部总

的气泡体积不变，但密度减小。这个机理可以解释

在退火温度在从６００℃到１０００℃增加时，样品表

面的隆起半径增加，但密度减小。

５　结论

　　高剂量的 Ｈｅ离子注入到单晶Ｓｉ后，随着退火

温度的变化，样品表面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退火

温度为６００℃时，样品表面出现条状的坑和幅度很

小的隆起；退火温度为８００℃时，样品表面出现分

别不均匀的球形隆起；退火温度为１０００℃时，样

品表面出现锥形坑和隆起。由此可以看出，随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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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温度的升高，样品表面的隆起半径增加，但密度

减小。用Ｈｅ泡形成模型和 Ｈｅ的热释放数据对实

验结果进行了定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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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ＯｌｉｖｉｅｒｏＥ，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ＭＦ，ＢａｒｂｏｔＪＦ．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２００１，

８９：５３３２．

［１０］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Ｓ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１９８５，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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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ｅ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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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龙，王　卓，尹立军等．核技术，２００７，３０（４）：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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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５０５０６０ＳＺ０）

　　＃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ｈｏｎｇ，Ｅｍａｉｌ：ｃ．ｈ．ｚｈａｎｇ＠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