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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方向：研究材料系統介微觀結構與應力在二維

與三維度之空間分佈，探討奈米結構、

薄膜及塊材系統之應力、結構與光電磁

特性之關連，並藉此優化材料設計與開

發過程。

主要實驗技術：單色及多色光勞厄繞射 / 二維及三維 X
光繞射及螢光顯微術 / 表面掃描顯微術 
/ 光學量測系統。

│概要介紹│

中尺度 (meso-scale) 材料通常具非均質性，該尺
度 ( 數十 nm 至數十 μm) 下的材料微觀結構 ( 如晶粒、
相、織構、應變及應力與雜質等 ) 與微結構演變 ( 如晶
粒成長、相變化、形變、潛變等特性 )，對於材料的物
理與化學性質有著巨大的影響。為了發展更先進的材
料，瞭解微結構與其相關性質的關係是在材料科學發展
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一般而言，利用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與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是最常見的做法，然而，此兩
種技術皆無法一次得知在次微米尺度下，三度空間中
的材料結晶結構、晶格方位、彈
性應變等資訊。因此，在這此研
究領域中，三維 X 光繞射顯微
術 (Differential-Aperture X-ray 
Microscopy, DAXM) 變成此領
域最重要也最獨特的研究技術。

DAXM 是近年來才開始發展
的技術，目前僅有美國的 APS 
(Advanced Photon Source)、
ALS (Advanced Light Source)與
加拿大的 CLS (Canadian Light 
Source)有此項技術，均集中在
北美地區，因此世界各地有越來
越多的同步加速光源設施開始加
入興建這類實驗站的行列。此
技術主要是利用成對的非色散
橢圓聚焦鏡 (Kirkpatrick-Baez 
Focusing Mirrors, K-B)， 將 多
色 X 光聚焦至小於 1 μm 的大
小，並以該 X 光於樣品上進行
掃描，來獲得二度空間上的繞射
解析資訊。另外，利用差值孔徑

(differential aperture) 的獨特技術，以解析縱深方向上
的繞射資訊。然而，要達到次微米等級的 X 光聚焦與空
間解析度，一座高亮度的光源設施與高效率的二維 X 光
偵測器 (CCD)，對於實現此項技術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因此，在台灣光子源第一階段實驗設施興建計
畫中，本中心規劃了興建首座亞太地區之超高空間解析
力 (< 80 nm) 之 DAXM 實驗設施。

│光束線設計│

此光束線基本配置如圖一，其設計最大的特色
是可快速地在多色光模式 (polychromatic) 與單色光
模式 (monochromatic) 中切換，並保持聚焦點位置
在 K-B 聚焦系統後的 30 mm 處與 100 nm 大小之光
點。為此目的，本中心應用了可動式的雙晶分光儀
(Double Crystal Monochromator, DCM) 及漸層鍍膜
(differential coating) 的 K-B 鏡組。在多色光模式下，
DCM 可退出光軸，使得多色光直接入射 K-B 鏡組。另
外考量高倍率的縮像比 (de-magnification) 及實驗站的
空間配置，光束線安排於 73 米長的出光口，光源到樣
品的距離是 69 米，詳細的光束線設計目標及參數列於
下頁表一。

次微米X光繞射實驗設施 
Sub-micro X-ray Diffraction Beamline

圖一 次微米 X光繞射光束線的基本光學元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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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次微米 X光繞射光束線設計參數

光    源 Tapered IU22
光子偏振性 線偏振

光子能量範圍 7 - 25 keV
分光儀 Si(111)  small gap DCM

分光儀能量解析力

E/ΔE
7000 @7 keV
5000 @ 25 keV

聚焦鏡 K-B Mirrors (Pt-coating)

光通量 (@500 mA)

5x1010 photons/sec @7 keV

1x1010 photons/sec @15 keV

1.5x109 photons/sec @25 keV 

5x1014 photons/sec (White Beam) 
under the tapering of 7mm -- 9 mm

在樣品上光束大小

(水平 x垂直 )
< 100 nm x 100 nm(HxV)(FWHM)

在樣品上光發散度

(水平 x垂直 ) 
3 mrad x 3 mrad (HxV)(FWHM)

註 : Tapered IU22為可開斜口的聚頻磁鐵。

由於次微米聚焦對 DCM 的機械振動及光程差改變
極為敏感，設計上會將 DCM 儘可能靠近 K-B 鏡組，
以減低振動效應，並將 DCM 中兩塊單晶垂直間隙縮
小，以減少光程差。但此調整改變將減低 DCM 的接收
角，並使光通量下降，因此考量實驗對光通量的需求，
將 DCM 置於 62 米處，並把兩塊單晶的垂直距離設定
為 500 μm。單色光由 DCM 產生，光線通過 DCM 會
產生垂直偏差，其路徑不同於直射多色光，因此多色與
單色光模式切換，通常需要重新校準光束線，次微米聚
焦的光束線校準是費時且高難度的，並非一般的實驗者
可以勝任。為此，設計上將主
軸光通過分光儀以產生單色
光，取偏軸光直接通過光圈
(aperture) 而形成多色光。如
此，單色光與多色光可在入射
垂直聚焦前重合，但兩者的入
射角不同，約差 20 μrad，入
射角的不同會使聚焦點的大小
及位置改變。為了補償入射角
的差異，將分光儀中第二塊單
晶加熱，改變其晶格大小，即
可調整單色光的繞射角，使得
單色與多色光具相同入射角。
而加熱的溫度正比於光子能
量，在本光束線中最大的操作
能量是 25 keV，所需溫度差
為 50 度。

K-B 鏡組是由水平及垂直
聚焦鏡所組成，可獨立控制水
平及垂直方向聚焦，特別適合
水平及垂直大小不同的同步輻
射光源，同時 K-B 鏡組沒有

色差，聚焦點位置不隨能量改變。此光束線在單光模式
時須有能量掃瞄的功能，K-B 鏡組是最佳的選擇。同步
輻射光源在水平方向的大小約為 290 μm(FWHM)，而
聚焦點的需求是 100 nm，縮像比須大於 2900，根據計
算的結果，聚焦點將落在第二塊聚焦鏡的邊緣，但這樣
將無空間可規劃及架構樣品。為了克服此一難題，故將
於離光源 25 m 處，置一水平開口 85 μm的水平狹縫，
用以降低水平方向之縮像比。在垂直聚焦部分，由於光
源的垂直大小只有 12 μm，可輕易地聚焦至 100 nm 以
下。此光束線的能量解析力 (energy resolving power)
在全能譜範圍均優於 5,500，相近功能的光束線以美國
APS 之 34-ID-E 為最先進，其在單光模式可輸出約 109 
photons/sec，聚焦點約為 300 nm，本光束線在各方
面性能均明顯優於 34-ID-E。

│實驗設施設計│

此實驗站關鍵核心技術即為 DAXM，其原理與基本
架構如圖二。利用聚焦單色或多色 X 光水平入射樣品，
於正上方處以 CCD 取得勞厄繞射像 (Laue pattern)。
單光勞厄可測定晶體單位晶胞 (unit cell) 之三軸晶格常
數，多色勞厄量測晶胞幾何 (shape)；而勞厄繞射圖案
之扭曲形變 (distortion)，則分析材料之應變 / 應力。
另外，以樣品載台進行二維掃描，即可獲得二維結構分
佈。由於 X 光具有一定深度穿透能力，其繞射訊號均會
貢獻在 CCD 中，配合金屬細線掃描與影像分析技術，
可以重建繞射訊號之深度，進而得到三維度結構分佈。

然而現今的材料系統不論是在結構或是應用用途
都日趨複雜和廣泛，因此如果要考慮材料科學之未來發
展，單一分析功能之實驗站已無法滿足現況。此實驗站
在設計時即考慮未來潛在用戶之需求，並改進 APS 原
始設計與整合材料相關光電磁分析技術，提供一次到位
之同步量測能力。

圖二 DAXM技術原理與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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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站主要核心設備包含奈米級光學平台、超高
速二維 CCD、三維度變溫 (VT) 樣品載台及掃描探針系
統 (SPM)、能散偵測器 (energy-dispersive detector, 
EDX) 等、變壓式掃描電子顯微鏡 (VP-SEM)、電激與
光激螢光光譜 (CL & PL) 及拉曼光譜 (Raman) 系統，
整個實驗站之 3D 配置示意圖 ( 如圖三 )。相較於 APS
之設計，本實驗站具有四大改進與優勢：

1. 利用 VP-SEM 取代光學顯微鏡，以提供高達
10,000x 以上放大率，可快速搜尋表面特定結
構區域與定位掃描探針位置。

2. 超高速 (3-300 Hz 可調 ) 高靈敏度大面積 CCD
與更小的 pixel size，以提供更佳之空間解析度
與更小應力偵測極限，並可配合 SPM 系統實現
連續掃描 (scan on-the-fly)，大幅提高實驗數
據擷取效率。

3. 利用 SPM 系統之掃描探針懸臂 (cantilever) 來
取代傳統掃描金屬線，此舉可大幅度將現行技
術之 500-700 nm 深度解析下降至 10 nm 左
右，可進行薄膜與超晶格介面結構分析，並可
同時取得表面形貌與 SPM 相關分析資訊，例如
MFM、EFM、TERS 及 SNOM 等，更符合我
國在薄膜及半導體材料之應用領域。

4. 全共焦點之 SEM、EDX 及各式光譜與雷射系
統，可同時提供結構以外之光電特性分析。

│科學研究│

此光束線的特色是以低於 100 nm 的聚焦 X 光於
試片上進行繞射掃描，可有效地解析材料於三度空間中
的微區結晶結構、相與組成分布、應變 / 應力分布與織
構分布等。目前針對此光束線設施所提出的研究題目包
含：(a) 錫合金薄膜之電遷移引致應力分佈、(b) 高織構
薄膜之應力分佈、(c) 電子構裝材料之微區 X 光顯微技
術、(d) 新穎儲氫材料、(e) 鈣鈦礦結構取代元素位置、
(f) 高熵合金之結構、(g) 電阻式記憶體元件、(h)SiGe
磊晶在 Si 絕緣體上之應變鬆弛現象。因此，此實驗站
著重於材料結構上三度空間上的組成差異、相變化、
形變、局部微結構演變與應力誘導材料性質等的相關
研究。此外，由於無需繞射儀，使得許多臨場操控 ( 如
臨場鍍膜、熱處理、調變磁電場、應力導入與高壓等 )

及 量 測 ( 如 AFM、MFM、SEM、CL、SNOM、PL、
Raman 與 MOKE 等 ) 技術皆可與核心技術相容，這將
大幅提高此實驗站的相關研究領域，以下列舉幾個可能
的科學研究方向：

1. 晶粒間應力誘導薄膜優選方位與二次晶粒成長
之機制

2. 應力誘導麻田散鐵相變化
3. Cu 底層應力誘導石墨烯之結晶結構
4. 六方最密結構之雙晶變形機制
5. 生醫材料於應力作用下之微區應變與結構變化
6. 表面形態與薄膜內應力之關係
7. 應力誘導磁性材料其磁區結構與磁性之變化
8. 材料於高壓下之結晶結構與相轉變

│結語│

TPS 次微米 X 光繞射光束線及實驗設施為一全新
概念之整合實驗站，利用高強度 X 光及微聚焦，首次將
材料的三維結構分佈、元素組成、光學、電磁特性整合，
將可創造材料科學界的研究新契機，並成為學研界進行
科學研究之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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