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导体单晶激光定向 

【引言】 

目前，半导体的研究和生产所用的材料仍以硅、锗及化合物半导体为主。它们的结构主

要是金刚石，闪锌矿和纤维矿结构。晶体的鲜明的特点是各个方向性质不同。即具有各向异

性的特点。在不同的晶轴方向，它们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差别非常大。例如：晶面的法向

生长速度，腐蚀速度。杂质的扩散速度，氧化速度，以及晶面的解理特性等等，都由于晶体

的取向不同而不同。况且在科研和生产中，由于我们制造的器件使用目的不同。往往也要求

我们所用基片的半导体材料的晶向不同。所以我们需首先对晶轴进行定向。 

测定晶体取向有解理法，X 射线劳埃法，X 射线衍射法和光学反射图象法等多种方法。

其中光学反射图象法是目前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较为简便，能直接进行观测，

而且在测定低指数晶面时精确度相当好。 

本实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光学反射图象法测定单晶晶面的原理，通过使用激光定向仪

掌握测定硅单晶的（111），（100）晶面的定向技术。 

【实验原理】 

1．从晶体外形确定晶向 

由于硅、锗的金刚石结构以及 GaAs 的闪锌矿结构的特点，晶体在沿某一晶向生长时，

单晶的外表将规律的分布着生长棱线。沿（111）方向生长的硅单晶锭有六个或三个对称分

布的棱线。沿（010）方向生长的硅单晶锭有四个对称分布的棱线。（110）方向生长的硅单

晶锭则有四个不对称分布的棱线。晶体表面的这些棱线都是由于晶体生长过程中，生长最慢

的｛111｝晶面族中各晶面在交界处形成的。这是由于｛111｝晶面是金刚石晶体的密排面，

晶体表面有取原子密排面的趋势。也就是说，在晶体生长过程中不同晶面的生长速率不同。

图 1 直拉硅单晶的定向示

即原子沿晶面横向生长速度快，垂直生长速度慢。 

意图 

原于密度比较大的晶 切方向上原子间相互联合的键力

较强，容易拉取介质中的原子沿横向生长。而晶面与晶面之间的距离较大，相互吸引较弱，

面，面上的原子间距较小，在面横

因此介质中的原子在这样的面上生长新的晶面相对要困难。所以 ｛11l｝晶面是生长速度最



慢的原子密排面；晶体的棱边就是这些｛111｝晶面的交线。由上所述，我们很容易由晶体

的外形判定它们的晶向；如沿<111>晶向直拉生长的硅单晶体有三条对称分布的棱。单晶的

生长方向为：若将籽晶对着自己，眼睛看过去的方向为<111>；反之为< 1 1 1 > 晶向。 

在<111>硅单晶横截面上任意连接二棱，将连线向另一棱线方向偏 54 垂直切下，°44' 切

面即

向 

当的预处理工艺处理，在金相显微镜下会观察到许多腐蚀坑，即所谓晶相

腐蚀

｝面，它们与

生长

围成。四

角截

晶面与＜110＞方

向的

为{100}。而若向另一棱线相反的方向偏 36°16' 垂直切下，切面为{110}。如图 1（a），

l（b）所示。 

2．光学定

单晶表面经适

坑（或称晶相的光像小坑）。这些腐蚀坑是由与晶格主要平面平行的小平面组成。它们

是一些有特定晶向的晶面族，构成各具特殊对称性的腐蚀坑，这是晶体各向异性的结果。锗、

硅单晶的｛1ll｝晶面是原子密排面，也是解理面（或称劈裂面）。当用金刚砂研磨晶体时，

其研磨表面将被破坏，出现许多由低指数晶面围成的小坑。这些小坑对于不同晶面具有不同

的形状，可以利用这些小坑进行光学定向。但由于光的散射和吸收较严重，使得反射光象较

弱，图象不清晰，分辨率低。为获得满意的效果，可在晶体研磨后进行适当腐蚀，使小坑加

大。经过腐蚀处理的晶面，不但形状完整，且具有光泽。当一束细而强的平行光垂直人射到

具有这种小坑的表面时，在光屏上就能得到相应的反射光相。因为激光束的直径约一毫米左

右，而小坑的大小一般为微米量级，因而激光束可投射到众多小坑上。这个光相就是由众多

小坑上相同取向的晶面反射的光线朝相同的方向汇聚在光屏上而成的光瓣。 

例如，测定沿<111>轴方向生长的直拉硅单晶时，我们知道还有三个｛111

面的夹角均为 70°22'，组成一个正四面体。又因为｛111｝的特点，这三个斜｛111｝面

在交会处产生三个间隔 120°的生长棱线。垂直晶轴切片，经研磨腐和腐蚀处理后，在金向

显微镜下会看到许多如图 2（a）所示的三角坑，它实际上是由三个｛111｝晶面作为侧面的

三角截顶锥形坑，其截顶面也是{111}面。当一束平行光束垂直入射至被测的{111}晶面上时，

这三个侧面和截项面将反射成如图 2（a）下所示的光象。除这三条主反射线外，有时也可

以看到另外三条次要的反射线，它们与主反射线的图象在光屏上呈 60°相位差。 

对于｛100｝晶面，其腐蚀坑形状如图 2（b）所示。它由四个｛111｝晶面所

顶锥形坑，其截顶面是{100}晶面。其反射光图为对称的四叶光瓣。 

对于｛110｝晶面，其腐蚀坑形状如图 2（C）所示。它有两个｛111｝

夹角为 5°44'，它们是光象的主要反射面；另有两个｛111｝晶面族与＜110＞方向平行

或与（110）面垂直。当一束平行光束垂直入射到被测的｛110｝晶面上时，一般情况形成由

主反射面反射的光象，近似为一直线。如果样品做的好，人射光又足够强。则可能得到如图

2（C）下所示的光象。 



实际上，光相图的对称性反映了晶体的对称性。光向图的中心光斑是由特征蚀坑的底面

反射光束形成的，这底面又与相应的低指数晶面一致。因而使光束与相应的低指数晶面垂直，

那么样品晶轴与入射光平行。我们立即可以用光相图中的对称性直观的识别出晶向。 

在定向操作中，光图对称性的判别可以在光屏上同时使用同心圆和极坐标来衡量。如图

3（a）、3(b)所示。 

当将光象图调整到光瓣高度对称，也就是每一个光瓣都落在极坐标刻度线上，而且处于

同心圆上时，这时光轴就给出相应的晶向。如果反射光图中几个光瓣不对称时（光瓣大小不

同，光瓣之间的夹角偏离理论值），说明被测晶面与基准晶面（或晶轴）有偏离。适当调整

定向仪夹具的各个方位调整机构（如俯仰角，水平角等）， 直至获得对称分布的反射光图，

使得基准晶而垂直于入射光轴，由此可以测出晶面与基准面的偏离。 

定向夹具有六个可调方位，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激光在晶体端面投射部位的三维

可调；它被用来调整被测晶轴与激光光轴之间的偏离角度。另一类是沿 X 导向、Y导向和 Z

导向的平移，用来调整光屏与晶体端面的相对距离。 

上面介绍的定向方法称为直接定向法，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偏离度大于 9
0
的待测表

面和一些指数较高的晶面，如（331）等晶面难以直接定向。间接定向是在直接定向的基础

上运用晶带理论来实现的。 

在晶体中，如果若干个晶面族同时平行于某一根晶轴时，则前者总称为一个晶带，后者

称为一个晶带轴。例如图 4 中的（001）、（113）、（112）、（111）、（221）、（331）、（110）等

晶面都和 [1 1 0]晶轴平行。因此上述晶面构成一个以［1 1 0］为晶带轴的晶带，它们相互

间存在简单的几何关系。如果将一个晶面绕晶带轴转动某一角度就可以将一个己直接定好方



向的低指数晶面的空间位置由同一晶带的另一个晶面所取代。确定后一个晶面的方法就是用

间接定向法。例如，图 5 中的(111)、（001）、（110）三个晶面同属于以[1 1 0]为晶带轴的一

个晶带，（111）与（110）的夹角为 35.26°，（111）与（001）的夹角为 54.74°。所以可以

先用直接定向法使（111）晶面垂直与入射光轴，在光屏上得到三叶光图。然后使晶体绕光

轴旋转，使三叶光图中的一个光瓣与极坐标的 0
0
度线重合，此时［1 1 0］晶带轴处于水平位

置，即与晶体夹具上的俯仰轴相平行。转动俯仰轴，前倾 35.26°，使（110）晶面垂直于光

轴；若使晶体后仰 54.74°，即使（001）晶而垂直于光轴。这时垂直于光轴分别切割出的晶

面即为(110)或（001）晶面。 

图 4 以［1 1 0］为晶带轴的不同晶面的相对方位     图 5 （111）晶面特征光图与（100）晶面方位关系 

 

3．实验样品 

把要定向的单晶样品用 208
#
金刚砂在平板玻璃上进行湿磨，使一个端面均匀打毛至用肉

眼可见许多微小的解理坑，用水冲洗干净然后进行腐蚀。 

腐蚀后的单晶用水冲洗干净（注意在冲洗过程中样品不要暴露在空气中，直到把腐蚀液

完全冲洗干净）。冲洗干净的样品经烘干即可固定在激光走向仪夹具上进行测量。使用的化

学腐蚀液配方如下： 

腐蚀液配方 

品种 配方 温度 时间

Ge HCl(49%):H2O2(30%):H2O=1:1:4 25℃ 7' 

Si 5% KOH水溶液，或KOH:H2O=10:100 100℃ 7-15'

 
4．晶体的解理与划片 

图 6(a)形象的说明了解理面划片的道理。ABCD 表示一个与表面倾斜的解理面，AB 是解

理面与表面的交线，如果我们沿 AB 交线的方向去划片，那末片子就可以顺利地沿着解理面

脆裂。所以,硅(锗)单晶片上的划片方向，就是倾斜的｛111｝晶面和片子表面的相交的方向。

我们知道，两个晶面的相交线总是对应于一个确定的晶向。所以，如单晶片表面是一个晶面，

它和倾斜的｛111｝晶面相交的晶向也就是划片的方向。下面我们根据这个道理具体分析[111]

和[100]单晶片的划片方向。 



 

［111］单晶片的表面就是一个｛111｝晶面，它和其他倾斜的｛111｝晶面的相交线方

向就是划片方向。这些划片方向是什么晶向呢？参看图 6(a)的{111}面就不难解答这个问

题。在立方的晶格内只有四个不同方向的｛111｝晶面。6(b)中实际上把四个不同方向的{111}

面都表示了出来，它们就是图中正四面体 ABCD 的四个面。很明显，这些｛111｝面的相交

线就是图中四面体的棱线；实际上每一个｛111｝面都和其他三个{111}门面相交在三条棱线

上。从图上看到，所有这些棱线都是四方面的对角线，因此都属＜110＞晶向。通过这样分

析就知道，［111］单晶片的（111）晶面上的划片方向，就是它和其他三个倾斜的｛111｝晶

面的相交线方向，它们都属于＜110＞晶向。对于{111}晶片而言，选取＜110＞为基准方位，

{110}与{111}的交线<112>是它的划片基准线，起作用的解理是{111}； 

［100］单晶片的表面是（100）晶面，它和｛111｝晶面的相交线的晶向也都可以在图

6（b）找到。在图上我们看到前面的（100）面和两个｛111｝面相交于 BD 线，背后的（100）

面和另两个｛111｝面相交于 AC 线。这就说明［100］单晶片的划片方向就是在它的（100）

表面上的两个互相垂直的<110>晶向。 

 

【实验内容】 

1．熟悉激光晶轴定向仪的使用方法，并首先对激光晶轴定向仪进行调整。 

2．观察被测单晶的外形特征，初步判别晶体的大致取向。 

3．对单晶样品进行研磨、腐蚀处理，在晶向显微镜下观察不同单晶 <111）、（100）晶

向腐蚀坑形状。 

4．把被测样品粘在夹具上，用定向仪测量。测定接近<111>及<100>晶向的硅单晶端面

的偏离度。注意考察光图与腐蚀坑形状之间的关系。 

5．确定 <111>单晶的（100）面切割方向。 

6. 直接用实验测量证明<111>晶面的特征光图中光斑对应的反射面是｛221｝面。 

 

【实验步骤】 

㈠ 硅单晶样品制备 

1. 用 208
#
金刚砂在平板玻璃上进行样品湿磨，使一个端面均匀打毛到用肉眼可见许多微小

的解理坑，用水冲洗干净然后进行腐蚀。 

2. 配制 5% KOH 水溶液，将待腐蚀的硅片浸入盛有腐蚀液的烧杯，并使打毛端面向上。在

通风橱中进行电炉加热。在沸腾的腐蚀液中腐蚀数分钟。用清水冲洗，滤纸吸干。 



3. 进行金相显微镜下腐蚀坑的形貌观察。 

㈡ 样品端面晶向偏离度的测量 

1．接上 JCD－Ⅲ型激光晶轴定向仪 220V，50Hz 电源。开启激光管。调整光屏，使激光

束对准光屏上的透光小孔射出。 

2．将待测样品未打毛端面与一载波片紧密接触，用烙铁在样片的边缘融蜡少许，使样

品和载波片粘接在一起（注意不要使蜡浸入样品和载波片之间）。再将载波片无样品的一面

与晶体夹具端面粘在一起。调节晶体夹具底座的轴向水平移动，使晶体夹具朝向激光光轴来

回移动，并使激光照射在没有样品和蜡的载波片表面部分。这时可以调节夹具的角度（水平

角、俯仰角）或垂直升降，使载波片反射光中心点与透光孔重合。记下此时的各方位角 1α 、

1β 。 

3．再调节晶体夹具底座的轴向水平移动，使激光照射在载波片上的样品部分，调节各

方位角旋钮，使反射光图中腐蚀坑底的反射光中心点与光屏上的透光孔重合，此时的方位角

定为 2α 、 2β 则 12 αα − ； 12 ββ − 即为某基准晶面轴向与晶体表面轴向（法向）的水平偏

离度和垂直偏高度。（关于偏离度的定量关系，请参阅附录）。根据光图的分布可同时得知测

定的晶面。 

4．将生长方向为（100）的单晶用同样的方法定向。 

 

【数据处理和分析】 

1．标出反射光图与对应的腐蚀坑形状的关系，光图调整前后的变化。 

2．分析反射光图中的光瓣所对应的腐蚀坑部位。 

3．记录并标记偏离度。 

 

 

【思考题】 

1．腐蚀时间过长或腐蚀时间过短时反射光图会出现什么情况？ 

2．当调整确定出（111）面后，是否可定出｛111｝或｛112｝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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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如何定量描述偏高度 

所谓偏离度是指晶体表面轴向（法向）与某一基准晶面轴向偏离的度数。如果基准面是

低指数面，且晶体表面与其偏离不大，则可用定向仪测出偏离度。因为定向仪夹具有两个可

调角度的刻度盘，一是可水平旋转的刻度盘，一个是可垂直旋转的刻度盘。这两个刻度的度



数变化就构成了晶向偏角φ的两个分量（假定为α和 β ），如图 7所示。 

设一束平行光沿 OZ 方向入射到与其垂直的被测样品

kk 面上，如果表面是被抛光的镜面，反射线将沿表面法线

反射到 xy 平面上的 O 点。如果表面是经金相腐蚀过的，则

表面将产生金相的光象小坑，小坑底的晶面就是与基准晶

面接近的晶面。假如基准晶面与晶体表面有一定偏离，这

时光象小坑底的反射线不是投射到 O 点，而是沿 BA 方向投

射到 xy 平面（光屏）的 A 点，而∠ABO=Ψ，即为晶向偏离

度，Φ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偏角分别为α和 β ，则根据

图 7 可导出如下公式：COSΨ=COSα×COSβ 

这里的α、 β 即为上面所说的 1212 , ββαα −−  

由上式可知，可以调节水平角和垂直角使 α 和β 为

零。则 Ψ 也等于零。这时光象中心恰与 0 点（光孔）重合，

也就是说，基准晶面法线与人射光束平行了。这时光象应具有高度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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