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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犘犈犈犛针尖参数对样品表面电子出射影响的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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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对扫描探针电子能谱仪（ＳＰＥＥＳ）中俄歇电子出射的理论模拟研究。通过对俄歇电

子在针尖电场作用下运动轨迹的模拟以及综合考虑从针尖场发射电子到俄歇电子出射全过程中各

种因素的影响，系统研究了针尖形状、针尖偏压和针尖样品距离对俄歇电子出射效率的影响，以

及出射俄歇电子束流密度在针尖电场区边缘处的分布。研究结果为提高ＳＰＥＥＳ的收集效率、空间

分辨以及能量分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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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从扫描隧道显微镜（ＳＴＭ）发明以来
［１］，虽然

在单原子分子测控上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２—７］，

但是作为单原子分子测控中的重要环节———单原子

识别，至今在纳米级实空间仍未能实现。单原子分

子测控意义上的原子识别要求原子级的空间分辨、

单原子元素分析及无损探测。在现有的表面研究手

段中，扫描探针技术能独立地对原子分子进行实空

间的成像和测控，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实现对固体表

面单原子测控的手段。将ＳＴＭ对表面实空间单原子

级的成像能力与原子物理中经常使用的能谱测量技

术结合起来，通过能谱分析的方法来识别原子种

类，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微区原

子识别装置［８—２４］。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研

究，如结合ＳＴＭ和电子能量损失谱仪（ＥＥＬＳ）的扫

描探针能损谱仪（ＳＰＥＬＳ）
［８—１３］，结合ＳＴＭ和俄歇

谱仪（ＡＥＳ）的扫描探针俄歇谱仪（ＳＰＡＥＳ）
［１４—２０］，

以及本实验组正在进行的扫描探针电子能谱

仪（ＳＰＥＥＳ）的相关研究
［２１—２３］。在这些实验中，都是

利用ＳＴＭ的针尖作为场发射电子源，由于针尖与样

品间距很近，针尖电场对样品表面出射的次级电子

有抑制作用，因此研究不同条件（如针尖形状、针尖

电压和针尖样品距离）对电子出射的影响是一个重

要课题。Ｐａｌｍｅｒ等
［１０］模拟了针尖场发射电子在针

尖样品区的轨迹，进而得到了样品表面相应的电流

密度分布，而Ｍｉｚｕｎｏ等
［２４］则模拟了３０Ｖ偏压下二

次电子的逸出。文献［２３］全面考虑了针尖与样品区

的各种作用因素，包括针尖的场发射、样品表面的

电离、俄歇电子产生与出射等，在１３２Ｖ偏压下模

拟了针尖样品区的俄歇电子发射特性。

在本工作中进一步研究了针尖形状、针尖电压

及针尖样品距离对俄歇电子逸出影响。模拟中系

统考虑了从针尖场发射电子到俄歇电子逸出针尖电

场区的全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得到不同条

件下逸出针尖电场区的俄歇电子的相对束流强度分

布，这将为改进扫描探针电子能谱实验及进一步

的ＳＰＥＥＳ电子光学性能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２　理论模拟

理论模拟利用ＳＩＭＩＯＮ８．０软件进行，模拟方法

与文献［２３］中的相同，不再赘述。模拟中一共使用

了６种 针 尖，按 针 尖 类 型 分 为 两 组：圆 珠 笔

式（Ａ型）和顶锥式（Ｂ型）。Ａ型针尖为纯圆锥体，屏

蔽筒内径４２０"ｍ，针尖顶部伸出屏蔽筒５０ "ｍ，半

锥角分别为５#，１０#和１５#，标记为Ａ５，Ａ１０和Ａ１５。

图１（ａ）为Ａ１０针尖的ＳＩＭＩＯＮ８．０模型和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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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针尖在形状上模拟了电化学腐蚀针尖
［１１，２３］，由

顶部的锥体和底部的圆柱体构成。顶部的锥体分

为３个部分：尖端是长１０"ｍ的抛物线旋转体，抛物

线的曲率半径为５０ｎｍ；中部是长２１３"ｍ的圆锥体，

半锥角分别为５#，１０#和１５#；尾部也是抛物线旋转

体，长９７"ｍ，对应于中部不同半锥角，曲率半径分

别为１．３，５．７和１３．２ "ｍ。底 部 圆 柱 体 的 直 径

为０．４２ｍｍ，此外屏蔽筒内径０．６２ｍｍ，针尖顶部

伸出屏蔽筒５０"ｍ。Ｂ型针尖根据半锥角的不同标记

为Ｂ５，Ｂ１０和Ｂ１５。图１（ｂ）为Ｂ１０针尖的ＳＩＭＩＯＮ８．０

模型和具体参数。

图１Ａ１０型（ａ）与Ｂ１０型（ｂ）针尖的模型和具体参数

模型为轴对称，由ＳＩＭＩＯＮ８．０软件创建，图中显示的是过对称

轴的剖面。

　　根据文献［２３］，出射俄歇电子的相对束流强

度犑Ａ可以表达为

犑Ａ$犑Ｓ犘ｉ犘Ａ犘ｅｌ犘Ｓ， （１）

其中，犑Ｓ为针尖场发射电流密度在样品表面的分

布，犘ｉ为样品原子内壳层的电离概率，犘Ａ为样品原

子内壳层电离后退激发时发射俄歇电子的概率，犘ｅｌ

为俄歇电子从固体内部出射到样品表面的过程中不

发生非弹性碰撞的概率，犘Ｓ为俄歇电子从样品表面

出射后逸出针尖电场区的概率。犑Ｓ的计算通过结

合ＦｏｗｌｅｒＮｏｒｄｈｅｉｍ方程
［２５］与模拟场发射电子从针

尖到样品的轨迹得到；犘Ｓ的计算通过模拟电子从样

品表面出射后在针尖电场区飞行轨迹得到；而

犘Ａ和犘ｅｌ近似为常数
［２３］。样品原子的电离概率正比

于相应轨道的电离截面犙ｗ，用经验公式计算
［２６］：

犙Ｗ＝
６．５１×１０

－１４犫Ｗ
犈２Ｗ

１（ ）犝
犝－１
犝＋（ ）１

３／２

×　　　

１＋
２

３
１－
１

２（ ）犝 ｌｎ２．７＋ 犝－槡（ ）［ ］１ ， （２）

其中：犝＝犈ｐ／犈ｗ，犈ｐ为入射电子能量，犈ｗ为相应

轨道的电离能；犫ｗ是被电离轨道主壳层的满壳层电

子数。因此最终的出射俄歇电子相对束流强度犑′Ａ可

表示为

犑′Ａ＝犑Ｓ犙ｗ犘Ｓ。 （３）

３　结果及讨论

３．１　针尖形状对出射俄歇电子相对束流强度犑
′
犃的

影响

为了研究针尖形状对出射俄歇电子束流强度的

影响，模拟时保持针尖电压（－１３２Ｖ）和针尖样品

间距（５０"ｍ）不变，研究６种形状针尖的俄歇电子出

射轨迹。在这种条件下，电离截面犙ｗ为常数，因

此犑′Ａ只与犑Ｓ和犘Ｓ有 关。６种 针 尖 的 场 发 射 电 流

密度在样品表面的分布犑Ｓ如图２所示，其中横坐标狉０

图２６种针尖场发射电子在样品表面的电流密度分布犑Ｓ

图中数据点为模拟数据，实线为用Ｇｕａｓｓ函数对数据进行的拟

合。对应于Ａ５，Ａ１０，Ａ１５，Ｂ５，Ｂ１０和Ｂ１５６种针尖的犑Ｓ分布半

高宽分别为１６．３，１５．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５．５和１４．３μｍ。

为样品上一点到中心的距离。从束流强度看，半锥

角越小，束流强度越大，同时Ｂ型针尖束流强度大

于Ａ型针尖。从束流分布看，针尖形状对犑Ｓ分布的

影响不大。相对而言，半锥角越大，束流分布越集

中；此外Ｂ型针尖的犑Ｓ分布宽度要小于Ａ型针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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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给出了犑′Ａ随狉０的分布犑
′
Ａ（狉０）。由图可见，对

于同类针尖，半锥角越小，犑′Ａ越大；对于半锥角相

同的针尖，Ａ型针尖的出射俄歇电子束流强度大

于Ｂ型针尖。另外，半锥角越小，电子出射的位置越

靠内，对于大部分针尖，正下方（狉０＝０）的电子无法

逸出，样品上能够逸出电子的区域是个圆环，只

有Ａ５型针尖的逸出区域是个圆。

图３６种针尖在偏压－１３２Ｖ和针尖样品间距５０μｍ的条件

下，犑′Ａ随出射位置狉０的分布

　　表１列出了各种针尖下的电子相对出射概率和

样品出射区域的参数，其中“狉０ｐｅａｋ”为峰值位置，代

表圆环半径；“ＦＷＨＭ”为半高宽度，代表圆环宽

度。这些结果说明：（１）针尖半锥角越大，对出射电

子的抑制越大；（２）顶锥式针尖对出射电子的抑制

作用大于圆珠笔式针尖；（３）针尖对出射电子的抑

制越大，出射区圆环就越窄，这有可能提高空间分

辨，因此需要在计数率和空间分辨之间作综合考

虑；（４）从出射束流强度的分布上看，Ａ１０型针尖

与Ｂ５型针尖对电子的抑制作用大致相当，但Ａ１０的

出射区圆环较窄，半径大，而Ｂ５的出射区圆环较

宽，半径小。

表１　６种针尖的电子相对出射概率和出射区域参数

针尖类型
相对出射

概率（％）
狉０ｐｅａｋ／"ｍ 犉犠犎犕／"ｍ

Ａ５ ２１．４ ０ ２９．２

Ａ１０ ５．７ １１．２ １３．１

Ａ１５ １．３ ２３．８ １０．２

Ｂ５ ５．２ ６．０ ２０．８

Ｂ１０ ２．０ １７．０ １３．５

Ｂ１５ ０．６ ２５．５ １２．７

３．２　针尖电压对出射俄歇电子相对束流强度犑
′
犃的

影响

模拟时选用Ｂ５型针尖，针尖样品间距为５０ "

ｍ，在４个不同的针尖电压下（－１１０，－１３２，－１５４

和－１７６Ｖ）研究了出射俄歇电子的相对束流强

度犑′Ａ。首先针尖偏压的变化会使针尖场发射电流强

度变化，同时也会改变场发射电流在样品表面的

分布。图４显示了不同针尖电压下样品表面的场发射

图４ 不同偏压下Ｂ５型针尖在样品表面场发射电流分布

图中数据点为模拟数据，实线为用Ｇｕａｓｓ函数对数据进行的拟

合。针尖偏压为－１１０，－１３２，－１５４和－１７６Ｖ时犑Ｓ分布的半

高宽分别为：１４．５，１５．７，１６．６和１７．４μｍ。

图５Ｂ５型针尖在不同电压下犑′Ａ随出射位置狉０的分布

电流密度犑Ｓ分布。可以看出，偏压越高，束流强度

越大，但犑Ｓ分布越宽。其次，针尖电压的变化会导

致入射电子能量改变，从而造成电离截面犙ｗ的变

化。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出射俄歇电子的相对束流强

度，因此为了方便比较，取－１７６Ｖ时的犙ｗ为１，则

根据公式（２），－１５４，－１３２和－１１０Ｖ偏压下的犙ｗ

分别为０．８２３，０．５８３和０．２７９。考虑了犑Ｓ与犙ｗ的影

响后，犑′Ａ随出射位置狉０的分布显示于图５。由图可

见，针尖偏压越低，犑′Ａ就越大，电子出射位置也越

靠内。表２中列出了各偏压下的电子相对出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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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样品出射区域的参数。结果表明，随着针尖偏压

的增大，针尖对出射电子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同时

出射区域的圆环半径增大，而宽度变窄。

表２　犅５型针尖在不同偏压下的电子相对

出射概率和出射区域的参数

针尖样品

电压／Ｖ

相对出射

概率（％）
狉０ｐｅａｋ／"ｍ 犉犠犎犕／"ｍ

－１１０ １４．６ ４．０ ３２．８

－１３２ ５．２ ５．９ ２０．８

－１５４ １．７ １９．２ １４．５

－１７６ ０．５ ３０．４ １２．１

３．３　针尖样品距离对出射俄歇电子相对束流强

度犑′犃的影响

模拟时选用Ｂ１０型针尖，针尖样品电压为－１３２

Ｖ，分别在针尖样品距离为３０，４０和５０"ｍ时计算俄

歇电子的出射概率。在这种条件下，犙ｗ仍然是常

数，只需考虑犑Ｓ和犘Ｓ对出射束流强度犑
′
Ａ的影响。

图６显示了不同针尖样品距离时样品表面的犑Ｓ分布。

图６ 不同针尖样品距离下Ｂ１０型针尖在样品表面的犑Ｓ分布

图中数据点为模拟数据，实线为用Ｇｕａｓｓ函数对数据进行的拟

合。针尖样品距离为３０，４０和５０μｍ时犑Ｓ分布的半高宽分别为：

１０．０，１２．６和１５．５μｍ。

表３　犅１０型针尖在不同针尖样品距离下的电子

相对出射概率和出射区域的参数

针尖样品

距离／μｍ

相对出射

概率（％）
狉０ｐｅａ犽／"ｍ 犉犠犎犕／"ｍ

３０ ０．０６ ２７．８ ６．７

４０ ０．３ ２２．５ ９．２

５０ ２．０ １７．０ １３．５

可以看出，随着针尖样品距离的增加，束流强度稍

稍减弱，而束流分布变宽。图７显示了犑′Ａ（狉０）的分

布。由图可见，针尖样品距离越小，对电子的抑制

作用越大，电子出射的位置越靠外。出射概率和样

品出射区域的参数列在表３中。结果表明，针尖样品

距离对电子的出射影响非常大，针尖样品距离的减

小会大大抑制次级电子的逸出，同时，出射圆环的

半径增加，宽度变窄。

图７Ｂ１０针尖在不同针尖样品距离下犑′Ａ随狉０的分布

３．４　俄歇电子在针尖电场区边缘处的分布

俄歇电子从针尖电场区逸出后，进入到无场

区，它在无场区的飞行轨迹决定于它在针尖电场区

图８ 出射俄歇电子束流强度在针尖电场边缘处随出射高度

和出射极角的二维分布犑′Ａ（狕，θ）

针尖偏压－１３２Ｖ，针尖样品距离５０ "ｍ。其中，（ａ）Ａ１０针尖，

（ｂ）Ｂ５针尖。

边缘处的出射高度狕和出射极角θ。为了下一步对谱

仪收集效率和能量分辨的研究，我们计算了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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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Ａ５，Ａ１０，Ａ１５，Ｂ５，Ｂ１０和Ｂ１５）针尖的情况下

出射俄歇电子相对束流强度犑′Ａ在针尖电场区边缘处

随出射高度和出射极角的分布犑′Ａ（狕，θ）。模拟时针

尖样品间距５０ "ｍ，针尖偏压－１３２Ｖ。图８给出

了Ａ１０针尖（ａ）和Ｂ５针尖（ｂ）的出射歇电子束流强度

在针尖电场边缘处随出射高度和出射极角的二维分

布犑′Ａ（狕，θ）。图中表明，俄歇电子出射的高度分布

较大，而出射极角分布较窄，大部分都＜１０#，这说

明俄歇电子基本上是平行于样品表面出射。相对而

言，出射位置越高，出射极角的发散越大。

将犑′Ａ（狕，θ）分别对狕和θ 积分，能够得到出射

俄歇电子束流强度随出射极角的分布犑′Ａ（θ）和随出

射高度的分布犑′Ａ（狕）。图９（ａ）是６种针尖下的犑
′
Ａ（θ）

分布。可看出，平行于样品出射 （θ＝０#）的俄歇电

子最多，而出射极角越大的出射俄歇电子数越少。

图９ （ａ）６种针尖下俄歇电子束流密度在针尖电场边缘处随

出射极角的犑′Ａ（θ）分布和（ｂ）俄歇电子束密度随出射高度

的犑′Ａ（狕）分布

对于不同针尖来说，对俄歇电子出射抑制越大，俄

歇电子的出射极角分布就越小，即俄歇电子出射的

平行性越好。图９（ｂ）是种针尖的犑′Ａ（狕）分布曲线。

６条曲线都随着出射高度的增加而单调增大，说明

俄歇电子大部分是从靠近屏蔽筒下缘的位置出射。

同时对不同针尖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出，针尖对俄歇

电子的抑制越大，俄歇电子的出射位置就越高，分

布也越集中。此外，由表１可以看出，Ａ１０型针尖

和Ｂ５型针尖对俄歇电子的抑制作用大致相当，因此

可以通过对比这两种针尖的犑′Ａ（θ）和犑
′
Ａ（狕）分布来

比较它们对俄歇电子出射平行性及高度的影响。

从犑′Ａ（θ）分布上来看，Ｂ５型针尖的出射极角分布明

显小于Ａ１０型的，说明对于俄歇电子出射的平行性，

Ｂ型针 尖 要 好 于Ａ型 针 尖；而 对 于犑′Ａ（狕）分 布，

Ａ１０型针尖和Ｂ５型针尖的两条曲线基本重合，说

明Ａ和Ｂ型针尖对俄歇电子出射高度的影响不大。

通过对出射俄歇电子束流强度在针尖电场区边

缘处分布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１）受针尖电场的

抑制作用，俄歇电子基本上是平行于样品表面出

射，有利于提高俄歇电子收集效率；（２）电子能量分

析器的放置应使探测方向与样品表面平行；（３）针

尖对俄歇电子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其出射的极角分

布和高度分布就越集中；（４）俄歇电子出射的极角

分布和高度分布会影响谱仪的能量分辨，但对固体

样品来说，俄歇峰很宽，对谱仪能量分辨的要求不

高，因此要在保证空间分辨和收集效率的前提下再

考虑能量分辨。

４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俄歇电子在针尖电场作用下

运动轨迹的模拟以及综合考虑从针尖场发射电子到

俄歇电子出射全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系统研究

了针尖形状、针尖偏压和针尖样品距离对出射俄歇

电子束流强度的影响，以及俄歇电子束流强度在针

尖电场区边缘处的分布。研究表明，顶锥式针

尖（Ｂ型）对俄歇电子的抑制作用大于圆珠笔式针

尖（Ａ型），同时针尖半锥角越大、针尖偏压越高、

针尖样品距离越近，对俄歇电子抑制就越大。另

外，针尖电场对俄歇电子的抑制使得样品表面能出

射俄歇电子的区域为圆环（Ａ５型除外），抑制作用越

大，圆环半径越大，但环宽度越窄，这为提高谱仪

空间分辨提供了可能。对俄歇电子在针尖电场区边

缘处分布的研究表明，俄歇电子大部分是平行于样

品表面出射，针尖抑制作用越明显，出射的平行性

越好，并且出射高度也越小，这有利于俄歇电子的

收集。此外，俄歇电子在针尖电场区边缘处的分布

数据为今后大范围模拟俄歇电子在无场区运动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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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收集的全过程提供了初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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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Ｊ０６３０３１９）

　　＃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ＸｕＣｈｕｎｋａｉ，Ｅｍａｉｌ：ｘｕｃｋ＠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