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Attolight公司荣誉出品

时间分辨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Time Resolved Cathodoluminescence

Grammont 2172

Allalin 4027

System

Rosa 4634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Attolight CL

实现定量测量和高空间高时间分辨率的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Attolight 成立于2008年, 依托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量子光电子学实验室的扫
描电镜和超快光谱技术，潜心研究高精细的阴极荧光系统。经过长期研发，成功推出
Attolight CL高空间高时间分辨率的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Attolight CL系统是首个实现定量测量的阴极荧光分析系统。它能提供：300 μm
直径的视场，优于10 nm的空间分辨率，以及一个可选的10 ps的高时间分辨率的模式。
Attolight CL系统还是第一个具有时间分辨选项的阴极荧光分析系统，可实现无与伦比
的10 ps的时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的阴极荧光分析系统将是研究光电材料载流子动力学
和寿命的完美工具。
Attolight高效光学
信号收集解决方案

Attolight CL系统自带有集成了光镜的扫描电子显
微镜。这里，光学物镜被嵌入在扫描电镜的电子物镜，
使两者的视场相互匹配。获取阴极荧光图从未如此简
单：无需调准光路，光镜的存在帮助完成了样品定位。
系统经过优化，在不牺牲扫描电镜性能的同时获得了
优越的阴极荧光性能。它提供一个优秀的光学光圈
(f/0.5)，和在整个视场范围内恒定的高光子收集效率。
同时，它工作在低电子束的能量范围内 (3-10 kV)，可
获得更高分辨的阴极荧光图。
Attolight CL系统是当前市场上唯一能实现定量测
量不同样品的阴极荧光发光的系统。它独特的发现超
痕量杂质，和发现某些在其他成像模式下不可见的晶
体缺陷的能力，为研究及开发半导体材料、荧光粉、
陶瓷、岩石和玻璃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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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嵌入式荧光采集系统
电子光学
 Schottky场发射枪（连续系统）或皮秒脉冲光电

InGaAs或
PMT探测器

CCD探测器

场发射
电子枪

枪（时间分辨选项）。加速电压：3–10 kV，电
入射
透镜

子束流：1 pA – 20 nA
 装配有电磁透镜，磁偏转器和散光校正的真空腔，

会聚透镜
嵌入光学
显微镜

针对连续和脉冲操作进行了优化
 最高空间分辨率：在3 kV到10 kV范围内，优于
10 nm
 解析工作距离：3 mm

二次电
子探测
成像单色仪

 在CL模式下不影响二次电子的分辨率

光学
 电子光学中嵌入光学显微镜

自由空间
光学耦合

测量模式

 完全消色差反射物镜：180 nm–1.6 μm

 光学显微镜成像

 光圈：NA 0.71 (f/0.5)

 阴极荧光测绘（多色，单色和高光谱）

 视场：>300 μm（电子及光学）

 二次电子成像（SEM 成像）

 空间分辨率：20 nm (最高)

 时间分辨阴极荧光（时间分辨选项）

 光谱分辨率：0.5 nm (最高)

 二次电子和阴极荧光同步测绘

 光收集效率：70% (在整个视场内恒定)

纳米定位台
 样品尺寸： Φ25x1.5 mm

光子探测
 带有2个成像出口的光谱仪(320 mm焦距)，
以及3-光栅转台(光栅由客户在订货时指定)

 6-自由度，方便任意移动（与冷台选项兼容）

 探测器：PMT(出口1)，CCD(出口2)

 移动范围：25 mm（X和Y轴），3 mm（Z

时间分辨选项

轴），3°倾角（X和Y轴），35° 转动（Z轴）
 最小步长：1 nm

 10 ps 脉冲光电枪
 探测器：UV-VIS 条纹相机

 可重复性（全移动范围）：100 nm
 可重复性（100 nm范围）：<2 nm

低温样品台

应用范围

 低震动的液氦制冷：10 K – 300 K

 LED的性能和可靠性

 高级数字温度控制器

 GaN功率晶体管

样品室和真空系统

 线位错密度(TDD)

 差分泵浦系统：离子泵用于电子光学腔室。
涡轮分子泵用于样品室。换样时间：15分钟
 内室尺寸：Φ 208mm×H 300mm

 载流子寿命和动力学
 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纳米尺度光电器件的研发

20-300K
低温纳米
位移台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Grammont 2172

——全面定量分析阴极荧光解决方案

Grammont 2172是一个优秀的具有纳米级分辨率，量
化阴极荧光光谱系统。紧凑集成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
为一个整体。它无需校准，零光子损失，配备超高速单通道探
测器，提供高分辨率的定量荧光谱图，重复性高，速度快。
Grammont 2172系统集成包括光谱仪和PMT(用于单色，多
色探测和mapping)以及XYZ 纳米位移样品台。

在半导体行业，Grammont 2172在氮化镓

(GaN)器件领域如功率晶体管和二极管等提供了
一个无与伦比的缺陷识别解决方案。它可以执行
有效的半导体器件失效分析，加速半导体器件的
研发进程。
在科学与工业研究，在第二代、第三代化合

阴极荧光是测量GaN中线位错密度的理想工具（左）；由于其附近
的非辐射复合，它们在CL图中显示为暗点。同样的区域通过二次电
子扫描无法识别任何线位错（右）。

物半导体(如氧化锌、砷化镓、GaN及其合金)，
或 高 波 段 半 导 体 ( 例 如 BN 或 钻 石 ) 领 域 中 。
Grammont 2172具有研究纳米尺度样品的强大
能力，如研究纳米颗粒、纳米管、量子点、缺陷
或杂质发光光谱特性的能力。为科研人员研究低
微尺度材料的物理特性的提供了一个独特强大高
效的研究工具。

ZnO纳米带。CL图像（左）的获取不影响二次电子（右）的探测。

主要优点
 零调准：获得专利的消色差光学显微镜嵌入于系统自带的扫描电镜中
 高分辨率：在3 kV至10 kV范围内，空间分辨率可达10 nm。
 试样基准：300 μm直径的大视场，成就了定量阴极荧光测量
 高光收集效率：数值孔径0.71 (f /0.5)

 精密样品台：XYZ三轴纳米位移台，移动精度可达1 nm
 光学Hub：方便Attolight CL系统的仪器集成于更大的光谱测量系统
 可选的创新低震动冷台：实现10 K到300 K之间的测量
 可选的时间分辨阴极荧光 (TRCL) 模式：10 ps时间分辨率实现载流子
动力学和寿命的研究。

功率晶体管基质的缺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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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lin 4027
——超快多通道低温阴极荧光系统
Allalin 4027是一个优秀的具有纳米级分辨率，量化阴极荧
光光谱系统。紧凑集成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低温样品系
统为一个整体。它专为那些需要遵循技术路线图，无法从传统技
术 迅速 获得 精确 光谱 信息 的研 究人 员提 供有效帮 助 。 Allalin
4027系统配备高速EMCCD、零漂移液氦冷却、6轴纳米位移样
品台以及额外的电子硬件运行快速高光谱采集系统。
在半导体行业，Allalin 4027的1600色通道测量
为检测第二代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和氮化镓功率晶体
管和二极管等器件的带隙能量在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
解决方案。它可以加快技术开发过程和执行深度失效分
析(铟聚集、带隙变化等)。在科学与工业研究，Allalin
Attolight系统的光学显微镜可以在300μm的视场内具有恒定的
分辨率和光子收集效率（左）。定量阴极荧光，比如比较不同位
置的发光强度，现在成为可能。传统的抛物面反射镜方案通常会
受到模糊和暗角的困扰（右）。

4027在不同的温度、纳米分辨率的光谱探测能力，提
供深入研究纳米尺度物体物理机理的最终工具。
该系统在不牺牲扫描电镜性能的同时获得了优越的
阴极荧性能：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物镜仔细
调校，使两者焦平面互相匹配；亚微米级加工精度的光

显微镜实现完美的消色差性，高数值孔径 (NA 0.71)以
及在300 μm的视野内稳定优越的光子收集效率，保证
阴极荧光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红色发光代表砷化镓核心的发光(820nm),量子点的发光(670nm)
被标记为蓝色。尺寸不到500nm的点很容易分辨。(温度:10 K)

主要优点
 零调准：获得专利的消色差光学显微镜嵌入于系统自带的扫描电镜中
 高分辨率：在3 kV至10 kV范围内，空间分辨率可达10 nm。
 试样基准：300 μm直径的大视场，成就了定量阴极荧光测量
 高光收集效率：数值孔径0.71 (f /0.5)

 精密样品台：创新的6-自由度纳米定位台，移动精度可达1 nm
GaN /AlGaN异质结截面高光谱成像

 创新低震动冷台：实现10 K到300 K之间的测量
 光学Hub：方便Attolight CL系统的仪器集成于更大的光谱测量系统
 可选的时间分辨阴极荧光 (TRCL) 模式：10 ps时间分辨率实现载流子
动力学和寿命的研究。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Rosa 4634

——面向光伏和硅应用的定量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Rosa 4634是一个具有纳米级分辨率的紫外到近红外光
谱仪器，是一个优秀的具有纳米级分辨率，量化阴极荧光光谱
系统。 紧密集成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为一个整体。
Rosa 4634系统配备高速EMCCD探测器(紫外可见)和InGaAs
探测器(NIR)、零漂移液氦冷却、6轴纳米位移样品台以及额外
的电子硬件运行快速高光谱采集系统。

Rosa 4634是一个光伏和硅行业先进的离线检测

工具。应用在光伏制造业供应链——从晶锭，晶圆片
到晶元。该系统有助于提高效率，生成高价值的失效
分析数据和新技术介绍。在科学与工业研究， Rosa
4634具有纳米级分辨率，在不同的温度下宽光谱范围
的探测能力，扩展了科研人员的研究范围。
较之于Allalin 4027， Rosa 4634同样具备完美

Attolight系统的光学显微镜可以在300 μm的视场内具有恒定的
分辨率和光子收集效率（左）。定量阴极荧光，比如比较不同位
置的发光强度，现在成为可能。传统的抛物面反射镜方案通常会
受到模糊和暗角的困扰（右）。

的消色差性，高数值孔径 (NA 0.71) 以及在300 μm
的视野内稳定优越的光子收集效率，而且还扩展了探
测光谱的频谱范围到180 nm - 1600 nm，有效解决
了近红外发光材料的光谱表征需求。

主要优点
 零调准：消色差光学显微镜嵌入于系统自带的扫描电镜中

CdTe / CdS光伏异质结截面扫描电镜图像(左)。相同的横截面随
发光颜色分布的CL图谱。硫的相互扩散交界处CL数据集是清楚的。

 高分辨率：在3 kV至10 kV范围内，空间分辨率可达10 nm。
 快速高光谱成像：在数分钟内生成紫外可见高光谱
 试样基准：300 μm直径大视场，成就定量阴极荧光测量
 高光收集效率：数值孔径0.71 (f /0.5)
 精密样品台：XYZ三轴纳米位移台，移动精度可达1 nm
 创新低震动冷台：实现10 K到300 K之间的测量
 光学Hub：方便Attolight CL系统的仪器集成于更大的光谱
测量系统
 可选的时间分辨阴极荧光 (TRCL) 模式：10 ps时间分辨率
实现载流子动力学和寿命的研究。

硅的光谱分析:激子峰(左)和1.6 μm区域缺陷发光检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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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light阴极荧光分析系统系列产品对比
特征和优点

Grammont 2172

Allalin 4027

Rosa 4634

加速电压

3-10 keV

3-10 keV

3-10 keV

电子束斑直径

< 2.8 nm

< 2.8 nm

< 2.8 nm

10 nm

10 nm

10 nm

3

6

6

1 nm

1 nm

1 nm

是

是

是

单色模式

是

是

是

彩色模式

是

是

是

紫外可见探测

是

是

是

超快高光谱成像

否

是

是

近红外探测

否

否

是

300 μm

300 μm

300 μm

定量分析

是

是

是

时间分辨

可升级

可升级

可升级

触屏及远程控制

是

是

是

液氦冷却系统
电子温度控制器
10 -350 K，0.1K精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光学平台

是

是

是

软件
Attolight GUI专用控
制软件

是

是

是

可视化光谱采集软件

是

是

是

SEM

空间分辨率
样品台自由度
样品台精度
嵌入式光学物镜
CL

有效视场范围

附加属性

设施规格
电源

7个标准的墙上插座（230V, 50Hz）各提供10A

压缩空气

用于显微镜阀和光学台的压缩空气，最大压力：551 kPa(80psi)

重量

CL系统：250 kg，光学台：650 kg
温度20°C +/-3°C，相对湿度低于 70% RH，杂散有效磁场
异步：<100 nT；同步：<300 nT； 线时间> 20 ms（50 Hz电源）

环境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应用案例
光电材料缺陷的可视化和计数
III-V合金半导体材料的出现彻底改变了LED产业，使高功率器
件和微电子器件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为微纳电子和光电器件的改
进和新功能开发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由于高度集中的晶体或杂
质缺陷的存在，他们的应用仍受到限制。针对晶体/杂质缺陷的检测
计量对半导体光电器件制造过程中产品质量的评估至关重要，但由
于这样的缺陷尺寸通常在亚纳米量级，很难直接观察。

Dr. David Gachet
Analytical Laboratory,
Attolight AG,
Lausanne, Switzerland

传统上有以下三种方法来确定光电器件的缺陷密度
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技术。尽管
它非常受欢迎，但是它非常昂贵，而且还有其他缺点。首
先样品制备是破坏性的，而且非常耗时，制备样品和使用
TEM需要大量的培训和技能。其次，由于样品视场小，只
能探测样品较小面积的区域，因此图像结果的探测分析和
解释与样品整体的缺陷密度并不是统计学相关。
TEM图像GaN样本表现出缺陷

X射线衍射(XRD)技术在半导体材料缺陷探测方面的应
用主要受限于探测X射线的光斑直径 (50 μm)，只能探测一
种缺陷，而且技术不适应低缺陷密度(灵敏度低)。
原子力显微镜(AFM)可以扫描大面积的样品，提供很
好的分辨率。缺点是，AFM测量通常非常耗时和只能探测
表面缺陷。

相同样本的CL图像。缺陷表现为黑点。
Attolight专有软件将缺陷标记为黄点。

Attolight CL-SEM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缺陷密度计数：Attolight CL分析系统 与TEM、AFM技术比较。

Sample 1
TEM

2.06×109cm-2
2.90×108cm-2

AFM
Attolight

Sample 2

2.07×109cm-2

2.51×108cm-2

通过结合SEM高空间分辨和大视场，阴极
荧光分析系统(CL)克服了上述限制。Attolight
CL-SEM阴极荧光分析系统具有独特的特性，
使它能够实现缺陷成像和计数，光电器件成本
和效益能够更精确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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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GaN功率器件应用
随着新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在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了提高汽车
的燃油经济性，汽车动力系统的电气化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的电动
汽车完全依赖硅电源管理系统，但硅功率器件正在迅速接近其功能极
限，已经无法满足新的推进系统所有电力需求: 大电流(200-600 A), 高
电压(100-600 V)和低损耗功率半导体开关。如果简单地增加硅功率开
Névine Rochat
Optical characterization
engineer on the platform
of nanocharacterization
(PFNC) CEA, LETI,
MINATEC Campus

关的数量，将在成本上变得越来越不合算。下一代电动汽车的发展需
要更高性能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以及高效率电力分配系统。因此，新型
电子材料和功率器件的发展是必要的。
1 GaN

GaN/bufferAlGaN/Si
Undoped

GaN/bufferAlGaN/Si
～380 nm
Mg-doped

2 Al0.25Ga0.75N

SEM

SEM

3 Al0.5Ga0.5N
CL

CL
4 Al0.8Ga0.2N
1

2

3

4

5

1

2

3

4

5

图示：Mg 离子 p型掺杂前后GaN / Al0.25Ga0.75N/Al0.5Ga0.5N / Al0.8Ga0.2N / AlN / Si抛光抛光截面的SEM和CL高光谱图像。可以看到，有图中
有一片区域由于Mg的掺杂，发光强度降低了。

氮化镓(GaN)开关由于其优异的材料性能如高电子迁
移率、高击穿电压，高电子输运速度，预计性能将优于硅
开关100倍。最近氮化镓外延生长技术有了新的进展，允
许在Si晶圆上制备大尺寸，高质量、低成本GaN。由于其
生长兼容大尺寸Si晶圆，GaN-on-Si技术平台可以在大规

模生产，从而降低系统成本同时提高性能。这项技术将引
领汽车应用领域的新变革。阴极发光是研究半导体物理性
质的关键技术之一。它能够提供III-V薄膜器件尺寸相比拟
的空间分辨率和光学性能表征，打开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
CL探测到的Mg杂质浓度分布

阴极荧光分析系统

应用案例
阴极荧光分析是研究半导体的带隙结构一个关键技术。其应用领域包括缺陷分布，载流子
动力学和能带结构等特征的分析，所有这些参数是设计高性能，高功率光电器件的关键。在上
述领域中，Attolight CL系统能提供以下优势：
— 纳米结构的完整描述：提供10 nm的空间分辨率。是研究
半导体纳米结构材料的强大工具。
— 载流子动力学完整描述：通过时间分辨阴极荧光研究载流
子的输运和平均寿命。
— 缺陷分析：研究半导体材料的缺陷类型和分布。

应用于ZnO材料
由于氧化锌的非凡特性，如较宽的直接带隙(3.37 eV)，较
大激子结合能(60 meV) 、优越的光学、压电和光电性质，越
来越多的应用领域认识到这种材料的优异性能。ZnO广泛应用

50 μm
ZnO电镜照片

于：1、紫外激光器、探测器和光电二极管：基于氧化锌的宽直
接带隙和室温下高激子结合能。2、太阳能电池：氧化锌微/纳
米线有宽的阳光吸收窗口，掺杂是调控其带宽的一种有效手段。
3、纳米发电机：由于半导体之间的强耦合特性和氧化锌的压电
特性。4、电化学应用：生物和化学传感器。5、光学和机械：
光波导、纳米应变和压力传感器。
弯曲应力下ZnO微米线带边发光的能量
位移。蓝色压应力，红色拉应力

应用于半导体金刚石
由于钻石优异的性质如极高的硬度、化学惰性、光学透
明度，高导热系数及电气绝缘，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认识到
这种材料的益处。特别是在应用在需要极高的功率密度，高
机械负荷或研磨条件，钻石是唯一满足这些苛刻应用条件的

5 μm
Au-diamond连接处的SE图像

材料。目前钻石在众多领域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包括：1、
高功率电子产品：钻石的特殊电子性能可应用于高功率器件
如二极管和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2、量子信息：N杂质中心

可以用作单光子源。3、MEMS和生物MEMS：单寻址电极
2 μm
SE图像之间的B掺杂和纯钻石可在
CL-mapping观测到。

阵列。4、光，热，机械应用：红外窗口和眼镜。5、电化学
应用：电极和生化传感器。6、辐射传感器：电离辐射探测器
/测试仪和荧光光束监视器。

投身阴极荧光革命

阴极荧光光谱能够提供这些薄膜光伏材料的表征与空间分辨率

应用案例

是其他技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Attolight系统提供了以下优点:
— 晶界和位错处的缺陷可以通过其CL光谱的位置和信号强度，分析缺陷电学状态和化学分布。
— 高稳液氦冷却样品台提供10K下的高分辨率扫描，给出掺杂离子的空间分布和缺陷的水平。
此外，变温CL光谱可以确定样品的激发能量。
— 载流子寿命是光伏器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Attolight CL 对样品荧光寿命的测量提供杂质
缺陷和浓度梯度描述。
2 μm

应用于光伏材料
为了使光伏发电成为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能量产
率一瓦特面板的成本必须降低。光伏发电领域中，低成本、高容
量无机化合物薄膜光伏电池最具应用前景。这些无机化合物包括
CdTe和Cu(In,Ga)Se2(CIGS)，这两个材料目前几乎占据了20%的

SEM图像CdTe/CdS光伏异质结的横截面。

太阳能电池面板销售额。由于它们是直接带隙半导体，因而同样
能效的电池片厚度仅需要2-5 μm。厚度要求下降就无需制备大
尺寸单晶材料，也大大降低了器件对晶体质量的要求。无机化合
物薄膜光伏电池生产路线多样，更低成本和更高效，将引领太阳
能电池新潮流。然而，要提高CdTe基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需
要提高其基质的载流子注入效率，目前材料制备过程中存在大量
的缺陷造成载流子输运效率较低。研究材料本体的缺陷变得至关

在同一截面出随波长的CL mapping
中可以看到硫的相互扩散

重要，Attolight阴极荧光分析系统在这里是很好的研究工具。

薄膜光伏电池材料表面针孔检测
光伏(PV)和薄膜电池(TFB)在成本上与化石燃料竞争和
在产能上与传统的电池制造竞争是至关重要的。
CdTe/CdS和CdS/CIGS光伏器件中CdS层的针孔将导致光
伏器件产能损失和性能下降。SEM平面分析技术无法实现
贯穿针孔的深度探测。
Attolight CL技术的优势：
—通过检测太阳能电池的针孔减少开发时间，通过改变
不同沉积方法和参数研究针孔的形成
—针孔检测的同时评估缺陷密度和成分梯度
—快速自动Mapping：65秒扫描25 μm×25 μm区域

黄色来自表层，蓝色来自下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