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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MeVXe离子辐照引起的薄膜硅光学带隙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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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室温下,用94MeV的 Xe离子辐照纳米晶和非晶硅薄膜以及单晶硅样品,辐照量分别为

1.0暳1011,1.0暳1012和1.0暳1013ions/cm2。所有样品均在室温下用 UV/VIS/NIR光谱仪进行检

测分析。通过对比研究了纳米晶、非晶、单晶硅样品的光学带隙随 Xe离子辐照量的变化。结果表

明,不同结构的硅材料中 Xe离子辐照引起的光学带隙变化规律差异显著:随着 Xe离子辐照量的

增加,单晶硅的光学带隙基本不变,非晶硅薄膜的光学带隙由初始的约1.78eV逐渐减小到约1.54
eV,而纳米晶硅薄膜的光学带隙则由初始的约1.50eV 快速增大至约1.81eV,然后再减小至约

1.67eV。对硅材料结构影响辐照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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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硅是最重要且应用最广泛的半导体材料之一,
用它构建的半导体器件已被广泛用于现代电子、信

息工业各个领域。硅的这种重要性是由其特殊的微

观电子结构决定的。硅的性质密切地依赖于杂质、
缺陷和温度等多种因素,极微量的杂质或缺陷的存

在,都会对半导体硅的物理化学性质甚至半导体器

件的质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单晶硅中离子辐照损伤效应[1]已经研究了近

50年,获得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主要

集中在利用低能离子注入制备器件过程中的缺陷工

程。近年来,随着宇航和太阳能光伏事业的快速发

展,对硅的高能离子辐照损伤效应和薄膜硅的研究

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验研究表明,高能重

离子可在大多数绝缘体[2]、云母[3]、金属玻璃[4]和

合金[5]中沿离子路径产生径迹。对于单晶硅,高能

离子(从 Ar到 U,电子能损Se值范围4—28keV/

nm)辐照只能在硅中引起简单缺陷的产生,而不能

导致潜径迹和非晶化转变等特殊效应[6—9],与低辐

照量的低能离子辐照甚至是电子、中子辐照产生的

简单缺陷基本相似。用能量约0.8MeV/amu的Cn

(n=1—8)团簇离子(Se=1—8keV/nm)辐照单晶

硅[10],还发现Se<4keV/nm 时,缺陷产生率随电

子能损的增大而减小,当Se>4keV/nm 时,缺陷

产生率随电子能损的增大而增加。但是,30 MeV
的C60团簇离子(Se=46keV/nm)可在单晶硅中产

生可观测的潜径迹,这种非晶化径迹的形成归因于

团簇离子在硅中引起的强电离激发[11,12]。另外,实

验表明蒸镀的厚度为5nm 的硅薄膜在207MeV的

Au离子(Se=17keV/nm)辐照时可产生由小的结

晶颗粒组成的直径7nm 的离子径迹,但在 150
MeV的In离子(Se=12keV/nm)辐照时却不能产

生[13]。上述研究表明,硅中载能离子辐照效应不仅

与入射离子有关,而且也与硅样品的状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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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关于纳米晶硅薄膜、非晶硅薄膜

和单晶硅材料的重离子辐照效应的对比研究工作开

展较少,相关内容尚未见报道。本工作利用 94
MeV的Xe离子辐照纳米晶、非晶硅薄膜与单晶

硅,重点研究辐照前后硅样品光学带隙随辐照量的

变化及样品的晶体结构对光学带隙变化的影响。

2暋实验

实验样品为纳米晶硅(nc灢Si)和非晶硅(a灢Si)薄
膜,晶向(100)单晶硅(c灢Si,电阻率0.001毟·cm)
作为对比样品。nc灢Si和a灢Si薄膜的制备条件如下:

(1)nc灢Si薄膜

利用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玻璃上制

备。实验条件:样品室工作压强130Pa,射频13.56
MHz,功率60W,衬底温度250oC。实验气体为高

纯SiH4,H2和 Ar气,其流量分别为2.0,60,40
sccm[standard灢statecubiccemtimeterperminute
(质量流量单位)]。制备的 nc灢Si薄膜厚度约400
nm,膜中硅纳米晶粒尺寸约20nm。

(2)a灢Si薄膜

采用常压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玻璃上制备。实验

条件:样品室本底真空20Pa,功率300W,衬底温

度450oC,H2流量20sccm,制备时的气体流量比

为 H2暶SiH4=1暶10,制备的a灢Si薄膜厚度约200
nm。

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提供的94MeV 的 Xe
离子在室温下辐照实验样品,辐照量毜 分别为1.0
暳1011,1.0暳1012和1.0暳1013ions/cm2。

用 UV/VIS/NIR(Lambda900,PE,Germany)
光谱仪分析了辐照前后的样品,测试所用波长范围

为200—2000nm,步长1nm。考虑到玻璃带隙较

大(>4eV)、在实验所选用的波长范围内透光好,
且nc灢Si和a灢Si薄膜样品的厚度比较薄,故采用透

射几何进行样品的光谱测量;而对于c灢Si,由于样

品比较厚且为单面抛光,不适宜做透射光谱测量,
此时采用反射几何进行样品的光谱测量。

利用SRIM 程序[14]计算可知,94 MeV 的 Xe
离子在nc灢Si和a灢Si薄膜中的电子能损约为11.0
keV/nm,核能损约为95.4eV/nm。由于94MeV
的Xe离子在硅中的穿透深度约13mm,远大于nc灢
Si和a灢Si薄膜的厚度,且电子能损值远大于核能损

值,因此,电子能损[15]在辐照效应的产生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

3暋结果与讨论

带隙与材料内部缺陷、无序和杂质密切相关。
考虑到辐照在材料中产生缺陷和损伤甚至引起由晶

态到非晶态的转变,但基本的短程有序将被保持。
对硅而言,辐照主要引起缺陷的产生和结构损伤,
短程有序表现为四面体成键。所以,利用光谱分析

可以研究辐照引起的硅结构转化所导致的带隙变

化。
图1给出了nc灢Si和a灢Si薄膜样品的透射光谱

以及c灢Si样品的反射光谱。可以看出,随着辐照量

的增加,nc灢Si和a灢Si薄膜的透射光谱形状有了明

显变化,其吸收边的位置有了明显的蓝移和红移,
而c灢Si光谱的形状没有变化。

图1 纳米晶硅薄膜(a)和非晶硅薄膜(b)的透射光谱以及单

晶硅(c)的反射光谱随辐照量的变化

(1)未辐照,(2),(3)和(4)分别对应辐照量1.0暳1011,1.0暳

1012和1.0暳1013ions/cm2。

材料对光子的吸收系数毩与光子的能量h毻(h
为普朗克常数,毻为光子频率)及材料的光学带隙

Eg有关,三者满足以下关系:

毩 µ
(h毻-Eg)2

h毻
。 (1)

因此,我们对所有实验样品作了(毩h毻)1/2与h毻的关

系曲线(如图2所示),并根据吸收边的位置导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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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光学带隙值(见表1)。

图2 (毩h毻)0.5随h毻的变化

表1暋不同Xe离子辐照量下纳米晶和非晶

硅薄膜以及单晶硅的光学带隙

毜/(ions/cm2)
Eg/eV

c灢Si nc灢Si a灢Si

0 1.12 1.50 1.78

1.0暳1011 1.12 1.64 1.72

1.0暳1012 1.12 1.81 1.64

1.0暳1013 1.12 1.67 1.54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 Xe离子辐照引起的样品光

学带隙的变化规律,将表1中数据作图(见图3),
明显可见:随着 Xe离子辐照量的增加,nc灢Si薄膜

样品的光学带隙由未辐照时的约1.50eV快速增大

至约1.81eV(毜=1.0暳1012ions/cm2),然后再减

小至约1.67eV(毜=1.0暳1013ions/cm2);a灢Si薄

膜样品的光学带隙在较低辐照量 Xe离子辐照时由

初始的约1.78eV快速减小至约1.64eV(毜=1.0
暳1012ions/cm2),然后逐渐减小到约1.54eV;c灢
Si的光学带隙不随辐照量的增加而发生明显改变。

已有的实验结果表明,Se>4keV/nm 时,离

子辐照会在硅中产生一定的电子能损效应[10]。对于

94MeV 的 Xe离子辐照,其在硅中Se值约为11
keV/nm,因此在nc灢Si和a灢Si薄膜样品中观测到的

带隙的变化应是强电子激发起作用的结果。

图3 不同结构硅材料的光学带隙随 Xe离子辐照量的变化

PL和 扩 展 X 射 线 吸 收 实 验[16]以 及 理 论 研

究[17]还表明,纳米晶硅的带隙与晶粒尺寸有关,并

给出带隙值1.85eV(晶粒直径D曋1nm),1.4—

1.55eV(D曋2.5—3.2nm)和 1.32eV (D曋8
nm)。对于a灢Si薄膜样品,Xe离子辐照引起了带隙

的减小,预示着辐照可能引起了a灢Si薄膜样品局域

的再结晶。随着辐照量的增加,a灢Si薄膜的带隙逐

渐减小,表明样品带隙不仅仅由单个入射离子引起

的沿离子路径的局域结构变化所决定,而是由多离

子辐照产生的集体效应决定的。随着 Xe离子辐照

量的增加,a灢Si薄膜样品的等效晶粒尺寸逐步变

大,变大速率呈指数衰减,符合统计规律。对于nc灢
Si薄膜样品,带隙变化规律表明 Xe离子辐照首先

引起了nc灢Si晶粒的破碎,使样品出现非晶化过程,
然后再遵从a灢Si薄膜样品中离子辐照效应变化规

律。根据表1和图3给出的带隙值及其随辐照量的

变化规律,以及他人实验和理论研究成果[16,17],可

以预期,大辐照量的94MeVXe离子辐照下硅薄膜

材料中晶粒的大小存在一个临界值,即等效晶粒直

径约为3nm。

对于用单晶硅样品,我们实验测得的光谱没有

什么变化,证明94MeV 的 Xe离子辐照不能在其

中引起明显的结构转变,与已有的其它离子辐照实

验结果[6—9]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94MeV的 Xe离

子辐照实验结果似乎与150MeV 的In离子(Se=

12keV/nm)辐照 5nm 厚硅薄膜样品的实验结

果[13]相矛盾,其实不然,理论模拟研究[18]表明界

面存在会明显影响界面处材料的离子辐照效应行

为。因为5nm 厚硅薄膜样品实验中存在明显的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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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影响和表面界面效应,这可能导致了硅薄膜内离

子辐照效应的弱化。我们的实验样品厚度约200
nm,表面界面效应和衬底对离子辐照效应的影响

很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硅薄膜内的离子辐照效

应。进一步分析认为,94 MeV 的 Xe离子与150
MeV的In离子辐照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表明非

晶硅中沿入射离子路径引起纳米局域晶化所需要的

电子能损阈值约为11keV/nm。这需要进一步的实

验验证。

4暋结论

实验研究了94MeV 的 Xe离子辐照引起的硅

薄膜材料的光学带隙变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
(1)随着Xe离子辐照量的增加,a灢Si薄膜样品

的光学带隙由约1.78eV 逐渐减小到约1.54eV;

nc灢Si薄膜样品的光学带隙由未辐照时的约1.50eV
快速增大至约1.81eV,然后再减小至约1.67eV;

c灢Si的光学带隙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2)对于nc灢Si薄膜样品,带隙变化规律表明

Xe离子辐照可能先引起nc灢Si晶粒的破碎,使样品

出现非晶化过程,然后再遵从a灢Si薄膜样品中离子

辐照效应变化规律。
(3)大辐照量的94MeVXe离子辐照下硅薄膜

材料中晶粒的大小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非晶硅中

沿入射离子路径引起纳米局域晶化所需要的电子能

损阈值约为11keV/nm。
(4)辐照引起的硅薄膜材料的光学带隙变化,

不仅仅来自于由单个入射离子引起的沿离子路径的

局域结构变化,而且取决于多离子辐照产生的集体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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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ofOpticalBandgapofThinSiliconFilms
Inducedby94MeVXeIonIrradiation*

YANGCheng灢shao1,2,WANGZhi灢guang1,# ,SUNJian灢rong1,YAOCun灢feng1,2,ZANGHang1,2,

WEIKong灢fang1,2,GOUJie1,2,MAYi灢zhun1,2,SHENTie灢long1,2,SHENGYan灢bin1,ZHUYa灢bing1,2,

PANGLi灢long1,2,LIBing灢sheng1,2,ZHANGHong灢hua1,2,FUYun灢chong1,2

(1InstituteofModern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730000,China;

2Graduate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Mono灢crystallinesilicon(c灢Si),thinfilmsofamorphoussilicon(a灢Si)andnano灢crystallinesili灢
con(nc灢Si)wereirradiatedatroomtemperature(RT)byusing94MeVXe灢ionsat1.0暳1011,1.0暳1012or
1.0暳1013 Xe灢ions/cm2,respectively.AllsampleswereanalyzedatRTbyanUV/VIS/NIRspectrometer
(Lambda900,PE,Germany),andthentheuariationoftheopticalbandgapwiththeirradiationfluence
wasinvestigatedsystematically.Theresultsshowthattheopticalbandgapofthesiliconsamplesirradiates
byXe灢ionchangeddramaticallywithdifferentcrystallinestructures.Forthea灢Sithinfilms,theoptical
bandgapvaluesdecreasedgraduallyfrom ~1.78to~1.54eVwithincreasingXe灢ionirradiationfluence.
Forthenc灢Sithinfilms,theopticalbandgapvaluesincreasedsharplyfrom ~1.50(origin)to~1.81eV
(毜=1.0暳1012ions/cm2),andthendecreasedto~1.67eV(毜=1.0暳1013ions/cm2).However,thereis
noobservablechangeoftheopticalbandgapofthec灢SiafterXe灢ionirradiations.Possiblemechanismon
themodificationofthesiliconthinfilmswasbriefly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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