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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边法

 栅格法

 金岛法



俄歇电子能谱（AES）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作为两种表面分析技

术，可以用于获得表面化学像和线扫描谱，并提供指定区域的能谱分析。在

这两种技术中，AES的横向分辨率可达10 nm，而XPS的覆盖面积则会大到数

平方厘米。不同仪器所产生的图像或所限定的采谱区域有着不同的横向分辨

率，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表达测量结果的方法，所以对图像质量之间的相互比

较难于确定。同一台仪器不同的条件设置也会改变其横向分辨率。因此分析

者需要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测量一台仪器在任一给定设置下的横向分辨率。

这样，分析者可从一台给定的仪器用一种一致和确定的方法获得满足分析要

求的最佳横向分辨率。

引 言



背景信息

AES和XPS通常需要测定样品表面上特定位置的组成。通常，分析者希

望确定某些感兴趣区域的局部表面组成。此区域可能是位于半导体晶片上的

特征物（如不希望出现的缺陷颗粒或沾污），一个腐蚀坑，一根纤维或是复

合材料裸露表面。随着微米和纳米级器件工业制造技术的增长，特别是在半

导体工业和纳米技术的应用中，使用横向分辨率小于所关注的特征区域的仪

器表征材料，有着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些应用中，通常需要能确定器件是

否按照当前的制造方法制造（质量控制），评估新的或当前的制造方法（工

艺开发和过程控制），以及能鉴定器件在服务期或暴露于不同环境条件下的

失效机理（失效分析）。在使用诸如AES和XPS等表征技术对微、纳米特征

物材料的表面表征时，横向分辨率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为了使特征区易于成像，希望该技术的横向分辨率小于所关注特征区的横

向尺寸。当使用AES仪器时，通常，可先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感兴趣的特征

物；然后，把入射电子束定位在该特征物并记录俄歇谱图；当使用XPS仪器时，

通常，关注的特征区必须由成像或线扫描进行检测。在线扫描谱中特定信号

（通常为选定的光电子峰强度）作为样品表面位置函数而显示。

在实际应用时，AES和XPS对特征区的检测能力不仅依赖于横向分辨率而

且与被测量特征物的信号强度差异（材料对比度）和分析时间（信号强度的统

计变化）有关。因此，对特征区的检测能力依赖于仪器特性（横向分辨率）、

样品特定组成和测量时间等。

标准背景信息



电子元件XPS元素平行成像或二次电子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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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种条件下测量俄歇电子能谱仪和X射线

光电子能谱仪横向分辨率的方法。直边法适用于横向分辨率

预期值大于1 µm的仪器；栅格法适用于横向分辨率预期值大

于20 nm，小于1 µm的仪器；金岛法适用于横向分辨率预期

值小于50 nm的仪器。



横向分辨率定义

横向分辨率 resolution, lateral 

在样品表面平面内或在与成像光轴成直角的平面内，能可

信地区分确定成分改变时所测试的距离。

1 分析区域 3 电子束
2 表面法线 d 束径
图 与表面法线呈θ角度的电子束照射样品示意图



AES和XPS横向分辨率测定方法

本标准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测量仪器横向

分辨率的方法：

 直边法

 栅格法

 金岛法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若横向分辨率预期值大于1 µm，直边法可以用于测量AES

和XPS仪器横向分辨率。

 一条直边穿过一个固定的分析区域。

 分析器接收区域扫描穿越一条固定的直边。

 入射束（电子或X射线）扫描穿越一条固定的直边。

 使用选定能量的电子以已知的放大倍数对直边成像，

并由该直边像测定仪器的横向分辨率。

四种测量方法

直边法适用范围



直边样品必须具有直且陡峭的边，其长度至少比所测量的横向分辨率

大10倍。材料应尽可能薄，以确保来自直边垂直平面的信号检测达到最小。

材料应为金属导体，以消除对非导体所需荷电补偿条件的改变所可能带来

的信号变化。样品表面最好由单一元素组成，以避免扫描表面组分的任何

变化所引起的复杂性（如在表面溅射清洁时会发生择优溅射）。推荐使用

贵金属样品。

样品装载在AES或XPS仪器的样品台上，确保样品和能谱仪之间有良

好的电接触。

用分析纯乙醇擦洗直边样品，并且用干燥的氩气吹干，分析区域应由

离子刻蚀清洁（如用能量小于3 keV的惰性气体离子溅射），离子剂量应

足以使AES或XPS宽扫谱中任何污染峰的强度降低至小于最强金属峰强度

的2%。

直边样品的选择、装载和清洁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方法1、方法2和方法3的数据采集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图 峰面积与沿线扫描距离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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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方法4的数据采集

图 峰面积与沿线扫描距离的关系示意图

线扫描谱数据采集时间取决于所用条件，且对于上平台

（信号强度最大处）可能存在峰强度的统计离散。数据采集

时间应使上平台区的信号强度统计离散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2%。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线扫描谱具有下平台和上平台；在每个平台区，信号强度应近

似为常数（在预计统计变化范围内）。上平台区和下平台区平均信

号强度之差为信号变化100%。如上图所示，在线扫描谱中，沿着扫

描方向测定对应于信号强度从χ%到(100－χ)%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获

得横向分辨率。χ值可以由分析者选择以满足测量要求，可以使用厂

商推荐值，或使用文献推荐适合于AES（χ=20）或XPS（χ=12）的χ

值。常用χ值为25，20，16和12。

数据分析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数据分析

X 距离，µm
Y 峰面积，计数 eV/1000
1 上平台 (=100%)
2 横向分辨率 (=270 µm)
图 显示Ag3d峰强度与银直边位置关系的XPS线扫描谱图



直边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数据分析

χ
%

横向分辨率
µm

12 270

16 237

20 204

25 171

表A.1 图A.1数据对不同χ值所测定的横向分辨率

表 不同χ值所测定的横向分辨率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预期横向分辨率大于20 nm而小于1 µm，可使用栅格法测量

AES和XPS仪器的横向分辨率。

栅格样品由细铜栅格组成。栅格栅条沿着正交方向规则排布。

由于此类样品已经商品化，所以它们适用于横向分辨率的测量。

栅网存在一定范围的网孔尺寸，栅格栅条有明确的边沿，它们可

固定在样品托的孔上。在二次电子像和俄歇电子像中会显现出高

对比度，且样品有足够的导电性。栅条宽度或直径以及栅条之间

距离应至少比预期横向分辨率值大10倍。

栅格法适用范围及样品要求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铜栅格样品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如果使用二次电子信号测量横向分辨率，则栅格样品无需清

洁。如果使用俄歇电子信号进行测量，且样品存在明显的表面污染

（这种情况下数据采集时间会很长）时，则需对样品进行清洁。在

此情况下，推荐使用以下步骤清洁样品。栅格样品应以分析纯乙醇

擦洗，并用干燥氩气吹干表面。进行AES或XPS测量的栅格样品区

域必须使用离子刻蚀（如用能量小于3keV的惰性气体离子溅射）

清洁。离子剂量必须充足，确保使任何污染峰的强度小于AES和

XPS宽扫描谱中最强金属峰强度的2％。

栅格样品的清洁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通过测量二次电子或俄歇电子强度线扫描谱来测定横向分辨

率。在每种情况下，确保得到信号电子强度随距离变化的线扫描

谱至少覆盖栅格样品所选栅条的一条边沿。

 二次电子测量方法

 俄歇电子测量方法

数据分析



穿过一条栅格栅条时线扫描谱的示意图

（显示二次电子或俄歇电子强度与距离的关系）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线扫描谱



栅格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二次电子或俄歇电子信号从平均最小值0％变化到平均最大

值100％。测量信号强度从χ%到(100－χ)％所对应于沿扫描方向的

距离即可得到横向分辨率。χ值可以由分析者选择以满足测量要求，

可以用厂商推荐值，或用文献推荐适合AES的值χ＝20。如5.8所

述，χ常用值为25、20、16和12。如果没有明显理由说明选取某一

χ值优于另一χ值，则对AES仪器选择χ＝20，对XPS仪器选择χ＝

12。在横向分辨率测量报告中必须说明χ值。

数据分析



横向分辨率预期小于50 nm，可选用金岛法测量其横向分辨率。

金岛大小具有一定尺寸范围，金岛具有非常明晰的边沿，在二次

电子和俄歇电子像中碳和金会显示出高的对比度且样品有良好的导电

性。 金岛平均粒径要求至少为预期横向分辨率10倍之上。

通过测量二次电子或俄歇电子强度的线扫描谱可以测定横向分

辨率。这两种情况下由信号电子强度与距离的关系所得的线扫描谱应

至少穿过所选金岛的一条边沿。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金岛法适用范围及样品要求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如果用二次电子信号测量横向分辨率，则样品无需清洁。如

果用俄歇电子信号测量，则需对样品清洁。

如果金岛样品具有明显的表面污染，则所需数据采集时间则

会很长。对于这种情况，推荐使用下述操作步骤清洁样品。金岛样

品表面上进行俄歇能谱测量区域用离子刻蚀清洁（如用能量小于1 

keV的氩离子溅射）。气体离子剂量应足够大，确保使金岛中心区

AES宽扫描谱中任何污染峰的强度小于最强金属峰强度的2％。

金岛样品的清洁



金岛样品区域的二次电子像
当电子束扫描穿越一个金岛

时，二次电子信号与样品上

电子束位置函数关系图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二次电子测量法



表 不同χ值测定的金岛左右边沿的横向分辨率

χ
%

横向分辨率 nm

左边沿 右边沿

12 17.3 17.9

16 15.4 14.8

20 12.3 13.6

25 9.9 11.1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数据分析



俄歇电子测量法

穿过一颗金岛颗粒作线扫描，Au N67VV和M5N67N67俄歇峰

强度与距离关系的曲线图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χ

％

横向分辨率 nm

Au 

N67VV

左边沿

Au 

N67VV

右边沿

Au 

M5N67N67

左边沿

Au 

M5N67N67

右边沿

12 15.7 18.6 15.7 16

16 12.5 12.9 12.4 13.3

20 11.5 11.5 11.1 11.3

25 10.3 10.2 9.9 7.8

表 金岛左、右边沿线扫描谱采用N67VV和M5N67N67跃迁

及指定χ值下的横向分辨率值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数据分析



金岛法测量横向分辨率

在测量过程中仪器可能发生明显的横向漂移，即样品台可能相对于电子束在

样品上的位置移动，因而所测线形与没有漂移情况下相比会有畸变。漂移率可以

很方便地从重复测量二次电子像或俄歇电子线扫描谱确定。横向分辨率测量报告

应包括对测量的漂移率或对相当于俄歇电子线扫描测量所需时间间隔内观察到的

横向漂移幅度的说明。

在俄歇电子线扫描测量过程中，如果横向漂移量大于预期横向分辨率（如厂

商的指标）的标定量（如10%），那么本次测量结果无效。如果漂移原因可以确

定并消除或者最小化，那么重复俄歇电子线扫描测量可以获得多个横向分辨率测

量值。然后将横向分辨率平均值与相应的标准偏差或所得横向分辨率范围一并报

告。如果预先不知道横向分辨率预期值，则重复线扫描测量是必需的。如果漂移

不能降至令人满意的水平，测得的横向分辨率将会依赖于漂移率和线扫描测量所

需时间。

横向漂移



三种测定方法以及χ参数选择

横向分辨率测定方法的选择，可根据仪器设备关于横向分辨率的技术指标

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完成测定。针对目前国内所使用仪器设备的情况，XPS仪器设

备的横向分辨率多在3 μm左右，根据本标准应选直边法进行测量较为合适，而

栅格法适于横向分辨率在20nm～1 μm范围的仪器。而针对现有AES仪器横向分

辨率的测定，宜选用金岛测量方法较为适合。

根据横向分辨率测量标准对χ参数选择的具体要求，分析测试人员应选择满

足测量要求的χ值或厂商的推荐值。根据实验结果和标准建议，对于AES仪器来

说，χ值推荐选取20为宜；对于XPS仪器，χ值推荐选取12为宜，并且要求在AES

和XPS横向分辨率的测定报告中注明所选取χ值，以便于分析仪器的性能和测量

结果的比较。

AES和XPS横向分辨率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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