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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导电 ＺＴＧＯ 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钟志有１，２ ， 田雨１ ， 朱雅１

（１ 中南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２ 中南民族大学 智能无线通信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采用射频磁控溅射方法制备了 ＺＴＧＯ 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和四探针仪的测试以及光学

表征技术，研究了生长温度（ Ｔ ｅｍ ） 对样品光学、电学和光电综合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薄膜样品的性能参数与 Ｔ ｅｍ 值密切相关．

当 Ｔ ｅｍ 为 ６４０ Ｋ 时，样品的电导率为 ７．８６×１０２ Ｓ∙ｃｍ －１ 、光学带隙为 ３．４８ ｅＶ、Ｕｒｂａｃｈ 能最小为 ０．１６７ ｅＶ、可见光区平均透过率最
高为 ８４．６１％、优良指数最大为 ０．４２３ Ｓ，具有最好的光电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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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ｌａｓｍａ ［１４⁃１８］ ． ＺｎＯ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ｏｗｎ ａｓ ａｎ ｎ⁃ｔｙｐｅ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ｎｄ⁃ｇａｐ ｏｆ ３．３７ ｅＶ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ｄｏｐ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ｏｒｏｎ （ Ｂ ） ，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 Ａｌ ） ， ｇａｌｌｉｕｍ （ Ｇａ ） ，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 Ｔｉ ） ，
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 （ Ｚｒ ） ， ｙｔｔｒｉｕｍ （ Ｙ ）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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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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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 Ｔ ｅｍ ）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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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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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ＺＴＧ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ｗｅｒ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ｇｌａｓ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ｒｏｎ 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１３． ６ ＭＨｚ （ ＭＳ⁃５６０Ｃ ） ． Ｔｈ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ＺＴＧ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１． ５ ｗｔ％ ＴｉＯ ２ ， １． ５ ｗｔ％
Ｇａ ２ Ｏ ３ ａｎｄ ９７ ｗｔ％ Ｚｎ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７５ ｍ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ａｓ ｋｅｐｔ ｂｌｏｗ ５ ´１０ －４ Ｐａ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ａｒｇｏｎ （ ５Ｎ ｉｎ ｐｕｒｉｔｙ ）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ｉｎ ａｃｅｔｏｎ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ｄｅｉｏｎ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ｆｏｒ １５ ｍ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１５ ｍｉｎ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ｙ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１７５ 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ａｓ ｋｅｐｔ ａｔ ０．５ Ｐａ

ａｎｄ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 ｅｍ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５９０ Ｋ ｔｏ ６９０ Ｋ．
１．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ｅａｍ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 ＴＵ⁃１９０１ ） ．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ｗａｓ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ｂａｒｅ ｇｌａｓ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ｆｏｕｒ⁃ｐｏｉｎｔ ｐｒｏ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ＲＨ⁃２０３５） ． 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００ Ｋ） ｉｎ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 Ｔ ）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ＺＴＧＯ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 ｅｍ ．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４００ ｎｍ ｔｏ
８００ ｎ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４，２１］ ．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 Ｔ ａｖ ）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 ｅｍ ｉｓ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 ａ） ．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Ｔ ａｖ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 ｅｍ ｕｐ ｔｏ ６４０ 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 ｅｍ ｉｓ ｏｖｅｒ ６４０ Ｋ．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 ａｖ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８４． ６１％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 ｅｍ ｏｆ ６４０ Ｋ． Ｆｒｏｍ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ｗｅ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 λ）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３５８ ｎｍ．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３５３⁃３６４
ｎｍ．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ａｎｄ⁃ｇａｐ （ Ｅ ｇ ） ，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Ｅ ｇ ）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ｓｈａｒｐ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ｄｇｅ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３４］ ：

ｈｃ
，
（１）
λｇ
ｗｈｅｒｅ ｈ ｉｓ Ｐｌａｎｃｋ′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 ｉ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λ ｇ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ＺＴＧＯ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 ｅｍ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λ．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α ）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３４］ ：
ＯＤ
α ＝ ２．３０３
，
（２）
ｄ
ｗｈｅｒｅ 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Ｅ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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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温度为（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和（ ｃ） ６９０ Ｋ 时
样品的透过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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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Ｔ ｅｍ ｏｆ

（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ａｎｄ （ ｃ） ６９０ Ｋ，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３

温度为（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和（ ｃ） ６９０ Ｋ 时
样品的光学吸收谱

ｗｈｅｒｅ Ｅ ＝ ｈｖ 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 ｉｓ 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ｐ ｉｓ ａｎ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ｓｓｕｍ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１ ／ ２， ３ ／ ２， ２ ａｎｄ ３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 ＝ １ ／ ２ ａｎｄ ３ ／ ２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 ＝ ２ ａｎｄ 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ａｕｃ ｐｌｏｔｓ ｏｆ （ αＥ）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 ｇ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 ｔｏ （ αＥ） ２ ＝ ０．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 ｅｍ ｏｎ （ ａ） Ｔ ａ ｖ ａｎｄ （ ｂ） α ａｖ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２

温度对样品（ ａ） Ｔ ａ ｖ 和（ ｂ） α ａｖ 的影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 α ａｖ ）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ｐｌｏｔ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 ｂ ） ． Ｔｈｅ α ａｖ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α ａｖ ｏｆ １．８５ × １０ ３ ｃｍ －１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 ｅｍ ｏｆ ６４０ Ｋ．
Ａｔ ｈｉｇｈ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α ａｎｄ Ｅ ｇ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ａｎｄ⁃ｇ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３５］ ：
αＥ ＝ Ｃ（ Ｅ －Ｅ ｇ ） ｐ ，
（３）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 ＝ １ ／ ２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ａｎｄ⁃ｇ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 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３． ４１⁃３． ５１ ｅＶ，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ｕｎｄｏｐｅｄ ＺｎＯ ｄｕｅ ｔｏ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Ｍｏｓｓ
（ Ｂ⁃Ｍ） ｓｈｉｆｔ ［３６］ ．
Ａｔ

ｌｏｗ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α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ｂａｎｄ ｅｄｇｅ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Ｅ， ａｎｄ ｏｂｅｙ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ｃ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３４］ ：

æＥö
α ＝ α０ ×ｅｘｐ ç ÷ ，
（４）
è Ｅｕ ø
ｗｈｅｒｅ α０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 ｕ ｉ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ｇ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５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ｃｈ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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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 αＥ） ２ ⁃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Ｔ ｅｍ ｏｆ

（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ａｎｄ （ ｃ） ６９０ Ｋ，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４

温度为（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和（ ｃ） ６９０ Ｋ 时
样品的（ αＥ） ２ ⁃Ｅ 曲线

Ｎｏ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ｌｎα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α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ｂｅｙ Ｕｒｂａｃｈ＇ｓ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Ｅ ｕ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ｓ ｏｆ ｌｎα ｖｅｒｓｕｓ α：

æ ｄｌｎα ö
÷ ．
Ｅｕ ＝ ç
（５）
è ｄＥ ø
Ｆｒｏｍ Ｅｑ． （ ５） ， ｔｈｅ Ｅ ｕ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１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ｌｎα⁃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Ｔ ｅｍ ｏｆ

（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ａｎｄ （ ｃ） ６９０ Ｋ，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５

温度为（ ａ） ５９０ Ｋ， （ ｂ） ６４０ Ｋ 和（ ｃ） ６９０ Ｋ 时
样品的 ｌｎα⁃Ｅ 曲线

ｍｅｒｉｔ （ Ｆ Ｍ ） ． Ｉｔ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３７］ ：
σ
ＦＭ ＝ ，
（６）
α ａｖ
ｗｈｅｒｅ σ ｉ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α ａｖ 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６ （ ｂ ）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Ｆ 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 ｅｍ ． Ａｓ ｔｈｅ Ｔ ｅｍ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 Ｍ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０． １６７ ｅＶ ｔｏ ０． １８３ ｅＶ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Ｕｒｂａ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Ｅ ｕ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Ｔ ｅｍ ｉｓ ６４０ Ｋ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ＴＧ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６ （ ａ ）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σ） ｏｆ ｔｈｅ ＺＴＧＯ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 ｅｍ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σ ａｒｅ ８．１１ × １０ ２ Ｓ∙ｃｍ －１ ， ７．８６ × １０ ２ Ｓ∙
ｃｍ －１ ａｎｄ ４．８７ × １０ ２ Ｓ∙ｃｍ －１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 ｅｍ ｏｆ ５９０ Ｋ， ６４０Ｋ ａｎｄ ６９０ Ｋ，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 ｅｍ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Ｃ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Ｃ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ｂ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Ｃ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 ｅｍ ｏｎ （ ａ） σ ａｎｄ （ ｂ） Ｆ 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６

温度对样品（ ａ） σ 和（ ｂ） Ｆ Ｍ 的影响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 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０．４２３ Ｓ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ｔ Ｔ ｅｍ ｏｆ ６４０ Ｋ，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σ ｏｆ ７．８６ × １０ ２ Ｓ∙ｃｍ －１ ，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ａｖｅｒａｇｅ α ａｖ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１． ８５ × １０ ３ ｃｍ －１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８４．６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 ｅｍ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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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ＴＧ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ＺｎＯ： Ａｌ ｃａｔｈ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ａｎｏｄｅｓ ［ Ｊ］ ．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ａｒ
［７］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 ｅｍ ．

［８］

［９］

ＫＩＭ Ｄ Ｈ， ＬＥＥ Ｗ Ｈ， ＪＥＳＵＲＡＪ Ｐ Ｊ，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ｈａｒｇ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１０］

学版） ，２０１９，３８（３） ：４４５⁃４５１．

ＬＥＥ Ｓ Ｙ， ＰＡＲＫ Ｙ Ｓ， ＳＥＯＮＧ Ｔ⁃Ｙ， 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ＩＴＯ ／ Ａｇ ／ ＩＴＯ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ｓ ａｓ 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ｔｏ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ｌｏ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０１９， ７７６（ ２） ：

［１１］

［１２］

［５］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４） ： ２８０⁃２８４．

ｄｉｏｄｅｓ ［ Ｊ ］ ． Ｔｈ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ｉｌｍｓ， ２００２， ４２０⁃４２１ （ １ ） ：

［６］

５３９⁃５４３．

ＳＩＯ Ａ Ｄ， ＣＨＡＫＡＮＧＡ Ｋ， ＳＥＲＧＥＥＶ Ｏ， ｅｔ ａｌ． ＩＴＯ⁃ｆｒｅｅ

ＬＥＥ Ｓ Ｊ， ＫＩＭ Ｓ， ＬＩＭ Ｄ 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ｂｕｌｋ⁃
ｈｅｔｅｒｏ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ｐｕｔｔｅｒ⁃
７１７⁃７２２．

ＢＡＫＴＡＳＨ Ａ，

ＡＭＩＲＩ

Ｏ，

ＳＡＳＡＮＩ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 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９３（１） ： １２８⁃１３７．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Ｎ， ＭＡＫＩＮＯ Ｈ， ＯＳＯＮＥ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ｄｏｐｅｄ ＺｎＯ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ｆｏｒ
２０１２， ５２０（１１） ： ４１３１⁃４１３８．

ＳＩＢＩＮ Ｋ Ｐ，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 Ｇ， ＳＨＡＳＨＩＫＡＬＡ Ｈ Ｄ，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ＩＴＯ ／ Ａｇ ／ Ｉ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１３］

Ｓｏ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２０１７， １７２（１） ： ２７７⁃２８４．

ＧＯＫＴＡＳ Ａ， ＴＵＭＢＵＬ Ａ， ＡＢＡ Ｚ， ｅｔ ａｌ． Ｍｇ ｄｏｐ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ａｘ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ＺｎＯ： Ｍ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Ａｌ ／ ＺｎＯ： Ｍｇ ／ ｐ⁃Ｓｉ ／ 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ｏｄｅ ［ Ｊ］ ． Ｔｈ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ｉｌｍｓ， ２０１９， ６８０
［１４］
［１５］

（１） ：２０⁃３０．

ＭＡ Ｚ， ＬＵＯ Ｃ， ＷＡ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ＺｎＯ ｄ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 ［ Ｊ］ ． Ｏｐｔｉｋ， ２０１９， １８８
（１） ， １０４⁃１０９．

ＦＥＲＨＡＴＩ Ｈ， ＤＪＥＦＦＡＬ Ｆ， ＢＥＮＨＡＹＡ Ａ．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ＴＯ ／ Ａｇ ／ ＩＴＯ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Ｆ ｍａｇｎｅｔｒｏｎ 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 Ｊ ］ ．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９， １２９ （ １ ） ：

［１６］

ＫＩＭ Ｈ， ＨＯＲＷＩＴＺ Ｊ Ｓ， ＫＩＭ Ｗ Ｈ， ｅｔ ａｌ． Ｄｏｐｅｄ Ｚｎ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ａｓ ａｎｏ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１） ： ２４０⁃２４６．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ｏｎ ＦＥＰ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ＨＥＮ Ｓ， ＬＵ Ｚ， ＺＨＯ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ｒｏｎ 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 Ｊ ］ ．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ｂ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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