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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监控３维玻璃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ＰＥＴ）复合衬底介质膜膜厚，采用将ＰＥＴ复合衬底等效为单层
基底材料的建模分析方法，通过椭偏测量技术实现了复杂衬底上 ＴｉＯ２梯度折射率材料薄膜厚度的检测。结果表明，采
用该方法测量的ＰＥＴ复合衬底上ＴｉＯ２梯度折射率薄膜厚度为２１２．４８ｎｍ，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测量结果为２１１ｎｍ，结果非
常准确。以ＴｉＯ２为例验证了等效衬底方法，该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它介质膜。等效衬底法可实现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的
ＴｉＯ２薄膜厚度的高精度测量表征，对镀膜工艺过程监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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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手机产业链的发展、镀膜工艺的进

步，手机后盖板更加注重颜色的选择。单纯油墨的颜

色不够丰富，不满足消费需求，更多是通过介质膜镀膜

的方式形成调光薄膜，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手机

后盖板由２维玻璃向３维玻璃转变升级过程中，由于
形貌的限制，直接在３维玻璃上镀膜十分困难，通常的
方案是膜片款结构，即玻璃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ＰＥＴ）复合衬底 ＋介质膜 ＋
油墨。其中 ＰＥＴ复合衬底包含光学透明胶（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ｅａｒ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ＯＣＡ）、ＰＥＴ、紫外光（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ＵＶ）固
化胶（ＵＶ胶）等部分。而在实际镀膜工艺过程中，
ＯＣＡ上面还有一层塑料保护层聚酰亚胺（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
为保证颜色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必须对介质膜膜厚进

行监控。

目前ＰＥＴ复合衬底上介质膜膜层膜厚的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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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两种：（１）陪片方式测量介质膜膜层的厚度和光
学常数，主要做法是在 ＰＥＴ复合衬底镀膜时，使用玻
璃或单晶硅作为陪片，相同的工艺下可以得到基本相

同的介质膜膜层；（２）直接监控结果，如测量透过率、
反射率和色度等。这两种方法均有其缺陷：测量陪片

方式只能得到当前位置的介质膜的膜厚，无法统计镀

膜机内其它位置的介质膜膜层厚度，所以测量陪片带

有片面性；直接测量的方法虽然从结果上验证了是否

合格，但是测量样品被浪费了，一旦不合格无法定位原

因，达不到过程监控目的。

本文中提出ＰＥＴ复合衬底等效方案，以菲涅耳公
式为基础，推导出复合衬底菲涅耳系数可等效为单层

衬底的菲涅耳系数。在复合衬底上各单层膜厚大于

１０μｍ以上时，均可使用该方法。由于介质膜膜层的
厚度在几十纳米到几百纳米的厚度范围，所以只能采

用椭偏测量技术测量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的介质膜膜层
厚度，达到工艺监控的目的。本方法的测量精度可控

制在１％以内。
本文中使用磁控溅射镀膜工艺在 ＰＥＴ复合衬底

上镀２１０ｎｍ二氧化钛（ＴｉＯ２）梯度折射率薄膜，使用本
方法进行椭偏测量后，再与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
展示了该方法测量的准确性。

１　测量原理与方法

１．１　复合衬底等效理论
当光从一种折射率介质向另一种折射率介质传播

时，在两者的交界处（通常称作界面）同时发生光的反

射和折射。菲涅耳方程描述了不同光波分量被折射和

反射的情况，也描述了光波反射时的相变。如图１所
示，φ０和φ１为入射角和折射角，计算得到的 ｐ光和 ｓ
光的菲涅耳反射系数ｒ０１，ｐ和ｒ０１，ｓ

［１２］：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ｒ０１，ｐ ＝
Ｎ１ｃｏｓφ０－Ｎ０ｃｏｓφ１
Ｎ１ｃｏｓφ０＋Ｎ０ｃｏｓφ１

（１）

ｒ０１，ｓ＝
Ｎ０ｃｏｓφ０－Ｎ１ｃｏｓφ１
Ｎ０ｃｏｓφ０＋Ｎ１ｃｏｓφ１

（２）

式中，Ｎ０为介质０的复折射率，Ｎ１为介质１的复折射率。
假设透明衬底上的单层膜可以假设为等效衬底，

等效形式如图２所示。设等效折射角为 槇φ１，则可计算
单层膜的反射系数 ｒ０１２，ｐ和等效衬底的反射系数 珓ｒ０１，ｐ，
且两个反射系数相等。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ｆｉｌ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ｒ０１２，ｐ ＝
ｒ０１，ｐ＋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１＋ｒ０１，ｐ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３）

式中，β＝２π（ｄ／λ）Ｎ１ｃｏｓφ１，其中，ｄ表示薄膜厚度，λ
表示波长。

复合衬底的反射系数珓ｒ０１，ｐ和等效衬底的反射系数
ｒ０１２，ｐ相等，所以珓ｒ０１，ｐ＝ｒ０１２，ｐ，且由空气入射，即Ｎ０＝１，则：

槇Ｎｃｏｓφ０－ｃｏｓφ１
槇Ｎｃｏｓφ０＋ｃｏｓφ１

＝
ｒ０１，ｐ＋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１＋ｒ０１，ｐ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４）

　　求解等效折射率得到：

槇Ｎ＝Ｎ１
１＋ｒ０１，ｐ
１－ｒ０１，ｐ

１＋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１－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ｃｏｓ槇φ１
ｃｏｓφ０

（５）

槇Ｎ＝Ｎ１
ｃｏｓ槇φ１
ｃｏｓφ１

１＋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１－ｒ１２，ｐｅｘｐ（－ｉ２β）

（６）

式中，ｅｘｐ（－ｉ２β）为高频振荡信号，槇φ１为等效折射
角。

由于本文中设计的 ＰＥＴ等效衬底和介质膜都是
透明薄膜（消光系数ｋ＝０），故仅考虑ｋ＝０的情况，所
以当单层膜厚超过波长的１０倍以上，且无吸收（ｋ＝
０）时，即薄膜厚度在１０μｍ以上时得到公式：

槇Ｎ＝Ｎ１
ｃｏｓ槇φ１
ｃｏｓφ１

（７）

　　由折射率公式可知：
Ｎ１ｓｉｎφ１ ＝ｓｉｎφ０
槇Ｎｓｉｎ槇φ１ ＝ｓｉｎφ０ （８）

　　带入（８）式后得到：
槇Ｎ＝Ｎ１ （９）

　　上述方法证明了两层透明衬底可以等效为单层等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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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衬底，以此类推，多层透明衬底也可以等效为单层透

明衬底，且等效折射率与最上一层膜层的折射率接近，

这就是ＰＥＴ复合衬底等效模型的理论依据。
１．２　复合衬底等效过程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的ＴｉＯ２薄膜等效过程如下：

（１）将ＰＥＴ复合衬底等效为单层等效膜层，如图
３所示。

Ｆｉｇ３　ＰＥ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ｇｒａｐｈ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２）将ＰＥＴ复合衬底上的 ＴｉＯ２薄膜结构等效为
等效膜层衬底上的ＴｉＯ２薄膜结构，如图４所示。

Ｆｉｇ４　ＰＥ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３　ＴｉＯ２折射率梯度模型介绍

ＴｉＯ２作为常用的介质膜，在光学镀膜中被广泛使

用，椭偏测量技术的使用也已经非常广泛［３７］。由于

ＴｉＯ２薄膜在镀膜过程中，其致密度随着膜厚方向分布

不同，会产生梯度折射率分布［８］。椭偏技术分析材料

的梯度模型有很多［９１０］，假定折射率线性分布，顶层折

射率ｎｔｏｐ与底层折射率ｎｂｏｔｔｏｍ的差值所占均匀材料折射
率的ｎ０百分比，记为梯度率Ｓ，即：

Ｓ＝
ｎｔｏｐ－ｎｂｏｔｔｏｍ
ｎ０

（１０）

　　在实际计算中，将材料膜层进行分层，层数记为ｔ，
则相邻两层折射率差Δｎ表示为：

Δｎ＝
－ｎ０Ｓ
ｔ－１ （１１）

　　折射率可表示为：
ｎｔｏｐ ＝ｎ０（１＋０．５Ｓ）

ｎｂｏｔｔｏｍ ＝ｎ０（１－０．５Ｓ）

ｎｊ＝ｎｔｏｐ＋ｊΔ
{

ｎ

（１２）

式中，０≤ｊ＜ｔ。通过改变梯度率 Ｓ即可调整上下表面
的折射率，实现光学常数的梯度分布。

１．４　椭偏测量原理
椭偏测量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光在介质表面反射前

后偏振态的变化，获得材料的光学常数与结构信

息［１１］。入射光束的电场在两个垂直方向分解，平行于

光波振动的为 ｐ光，垂直于光波振动方向的为 ｓ光。
光束经过介质表面反射后ｐ光和 ｓ光的振幅和相位都
会改变。ｐ光与ｓ光的振幅比为 ｔａｎψ，ψ为振幅比角，
Δ为相位差角，偏振态改变量为ρ［１１１７］，如下式所示：

ρ＝ｔａｎψｅｘｐ（ｉΔ）＝
ｒｐ
ｒｓ

（１３）

式中，ｒｐ和ｒｓ为ｐ光和ｓ光的复折射率系数。
给定样件的膜层结构、膜层材料和膜层厚度，即可

生成仿真椭偏光谱（ψ和 Δ），通过逆向求解算法使得
仿真椭偏光谱和测量椭偏光谱匹配，即可得到样件的

膜厚和折射率，从而达到样件测量的目的。本文中使

用椭偏测量技术测量 ＰＥＴ复合衬底的椭偏光谱和
ＴｉＯ２薄膜的椭偏光谱，将ＰＥＴ复合衬底作为等效衬底
分析，即可得到等效衬底的折射率，再给定 ＴｉＯ２折射
率梯度模型，即可分析得到ＰＥＴ复合衬底上ＴｉＯ２的厚
度和折射率信息。

１．５　复合衬底拟合平均等效值
根据原理中介绍，数值仿真部分分为２个步骤完

成，首先将ＰＥＴ复合衬底作为等效衬底，得到等效衬
底的光学常数；再仿真复合衬底上的介质膜薄膜，对比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介质膜膜层的设计值和计算值，以验
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１．５．１　仿真条件　（１）样件１：ＰＥＴ复合衬底，ＰＥＴ复
合衬底为４层有机薄膜厚度，ＵＶ胶层１５μｍ，ＰＥＴ层
５６μｍ，ＯＣＡ层１５μｍ，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保护膜１００μｍ；（２）样
件２：ＰＥＴ复合衬底上１００ｎｍＴｉＯ２薄膜；（３）样件 ３：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２００ｎｍＴｉＯ２薄膜；（４）入射角为６５°；
（５）波长范围为３８０ｎｍ～１０００ｎｍ。
１．５．２　仿真结果　按照样件１的结果进行仿真，得到
椭偏光谱ψ和Δ，如图５ａ和图５ｂ所示，假设的各层材
料的光学常数如图５ｃ所示。将４层衬底等效为一层
透明薄膜，其拟合折射率结果如图５ｄ所示。

按照样件２和样件３的结果，带入图５ｆ所示的介质
的折射率，分别仿真生成椭偏光谱 ψ和 Δ，如图５ｅ所
示。使用等效衬底模型，分析得到样件２和样件３的
ＴｉＯ２的膜厚值为１００．５ｎｍ和２０１．３ｎｍ，如表１所示。

将样件 ３的厚度分别设置为 ５０ｎｍ，１００ｎｍ和
２００ｎｍ，改变介质膜的折射率，得到了折射率与膜厚精
度的差别，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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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ｌａｙｅｒ
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ψ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１　ｂ—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Δ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１　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ｎ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１　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ｌｌｉｐｓ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２　ｆ—ＴｉＯ２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ｅｄｉｕｍ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ｎ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ｎｍ

ＴｉＯ２ １００ １００．５

ＴｉＯ２ ２００ ２０１．３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５０ｎｍ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ｎｍ

１００ｎｍ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ｎｍ

２００ｎｍｆｉｌ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ｎｍ

－０．３５４ －０．１８ －０．３４ －１．１２

－０．２５４ 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８

－０．１５４ ０．３３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０５４ ０．１２ －０．３３ １．８９

－０．００４ ９．８６ ９．２１ －９．３３

０．０９６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６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２９６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２

０．３９６ －０．０５ －０．１ －０．１６

０．４９６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５９６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８

　　结果表明，当介质膜的折射率与等效介质的折射
率偏差在－０．００４时，膜厚的精度只有１０ｎｍ左右，而
当折射率的偏差在 ±０．１以上时，膜厚的精度１ｎｍ以
内，所以本方法适用于介质膜的折射率与等效层的折

射率的偏差在±０．１以上的情况。
仿真结果表明，将ＰＥＴ复合衬底４层有机材料等

效为单层等效膜层后，提取其光学常数，再将 ＰＥＴ复
合衬底上的 ＴｉＯ２薄膜等效为等效膜层衬底上的 ＴｉＯ２

薄膜后，得到的 ＴｉＯ２薄膜厚度与给定值基本一致，仿
真结果证明此法是可行的。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中实验样件为ＰＥＴ复合衬底上镀ＴｉＯ２薄膜。

ＴｉＯ２镀膜使用光驰ＮＳＣ１５磁控溅射镀膜机在ＰＥＴ复
合衬底上镀膜，设计厚度２１０ｎｍ。使用武汉颐光科技
有限公司穆勒矩阵椭偏仪（ＭＥＬ）作为椭偏测量分析
仪器［１８２０］，该仪器支持支持４５°～９０°自动变角，波段
范围可达１９３ｎｍ～２５００ｎｍ，可测量全穆勒矩阵元素。
本文仅使用３８０ｎｍ～１０００ｎｍ波段范围，入射角６５°。

ＰＥＴ复合衬底和ＴｉＯ２薄膜样件所测椭偏光谱（ψ
和Δ曲线）如图６ａ和图６ｂ所示。按照等效衬底模型
方法将ＰＥＴ复合衬底等效为单层混合衬底，忽略高阶
振荡影响后即可分析得到等效衬底的折射率，如图６ｃ
所示。将等效衬底的折射率作为 ＰＥＴ复合衬底的折
射率，带入ＴｉＯ２膜层的折射率（如图６ｄ所示）和膜层
厚度。图６ｅ为梯度折射率拟合地模型图。在 ＴｉＯ样
件上测量５个点，计算平均值，结果如表 ３所示。图
６ｅ显示的拟合均方误差（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ＭＳＥ）为
３２．８２，虽然数值比较大，但是从图６ｂ中可以看出，仿
真椭偏光谱和测量光谱的中值能够匹配，原理部分也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Ｅ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ＴｉＯ２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ｎｍ ２１１．５９ ２１２．２９ ２１２．４３ ２１３．９６ ２１２．１２２１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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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ｐｅ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ｂ—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ｃ—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ｄ—ＴｉＯ２ｇｒａｄｅ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ｅ—ＴｉＯ２ｇｒａｄｅ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介绍了消除高阶振荡的影响，所以虽然 ＭＳＥ很大，但
是结果也是合理的。

为验证结果正确性，使用日立ＨｉｔａｃｈｉＳ４８００ＳＥＭ
扫描电镜结果作为对照，结果图７所示。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椭偏仪测量结果为 ２１２．４８ｎｍ，ＳＥＭ测量结果为
２１１ｎｍ，结果精度为０．７％，实验结果证明了复合衬底
等效模型的有效性。同时，椭偏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

满足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管控。

３　结　论

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层基底等效模型的椭偏

测量方法，可准确地测量 ＰＥＴ复合衬底上介质薄膜的
膜厚值，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是有效的，而且可避免制

备陪片测量或者做电镜实验。从对比效果来看，此等

效方法的精度非常高，适合在镀膜工艺过程管控中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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