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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资助的课题*

在分子动力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气相沉积原子的沉积动力学物理模型，并根据在局域环境下的表面原子扩

散模型，通过运动学+,-./0123,方法研究了45／45（!##）外延薄膜的初期生长过程，探讨了薄膜外延生长随基体

温度的变化*通过气相外延沉积的计算机模拟发现：单原子扩散过程在薄膜生长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薄膜生

长温度低于单原子的扩散温度时，表面原子的成核和表面岛的生长主要是由沉积原子的空间随机性和表面原子密

度增加而决定的；随着薄膜生长温度的提高，薄膜的生长模式则取决于单原子的层内扩散和层间扩散的竞争*

%!&&："())

!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

镜等具有原子水平分辨能力的分析手段的出现，人

们对薄膜生长的微观机制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然而，由于人们在实验上尚无法完全跟踪原子沉

积和薄膜生长过程中的所有物理过程，所以基于半

经验原子间相互作用势的计算机模拟仍然是研究表

面原子静态和动态特性的重要手段*同时，原子水平

上的实验研究为发展和完善计算机模拟模型提供了

重要的实验依据*
本文在分子动力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气相沉

积原子的沉积动力学物理模型，并根据在局域环境

下的表面原子扩散模型，通过运动学 +,-./0123,
方法（6+0）研究了45／45（!##）外延薄膜的初期生

长过程，探讨了薄膜外延生长随基体温度的变化以

及45／45（!##）外延薄膜生长的物理机制*

$ 物理模型和模拟方法

薄膜生长涉及气相原子的沉积动力学过程和表

面原子的生长运动学过程两类性质不同的物理过

程*气相原子的沉积动力学过程一般发生在!#7!$8
范围，是一种瞬时过程*表面原子的生长运动学过程

则发生在!#7’—!#7&8的范围，主要是表面原子和

缺陷的扩散过程，涉及到表面原子和缺陷的复合、表

面原子的迁移、凝聚和形核*在模拟薄膜生长时，区

分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物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在本工作中，把沉积动力学过程和生长运动学过程

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物理过程，并分别加以处理*

’(# 气相沉积原子对表面形貌的影响

为建立有关描述气相沉积原子的沉积动力学过

程的物理模型，我们首先利用分子动力学方法模拟

了沉积原子对表面原子不同构型的影响（有关分子

动力学模拟的方法描述见文献［!］）*图!是能量为

#9!/:的沉积原子（相当于气相外延沉积原子）沉

积在%原子和’原子表面岛上时沉积原子对表面岛

构型影响的统计平均结果，图中;为沉积原子的中

心位置，图中的数字为在该位置找到原子的概率*从
图中可以看出，对于能量为#9!/:的沉积原子来

说，由%个原子构成的具有四重空位的表面岛就已

经是非常稳定的了*此时，构成表面岛的原子因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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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的撞击而发生位置迁移的概率仅为!"!#$对于

由%个原子构成的表面岛，只有当沉积原子的中心

在表面岛的角上时，才可能出现构成表面岛的原子

发生位置迁移的事件$被迁移的原子是距离沉积中

心最近的、在原子层内仅有两个键的角原子，且迁移

率仅为!"!&$以上结果说明：气相沉积原子在沉积

过程中所释放的结合能潜热无法对在原子层内成有

两个键以上的表面原子产生严重的影响，具有四重

空位的’原子表面岛（区别于单原子链和非规则原

子链）是促使薄膜沿法向生长的最小表面岛构型，即

具有四重空位的’原子表面岛是新原子层出现的必

要条件$因此，本文在气相原子沉积过程模拟时，认

为四重空位是承受沉积原子的稳定位置$

图( 气相沉积原子对表面原子构型的影响 （空心圆为初始构型，数字为沉积原子后在该位置找到原子的概率）

图# 层间扩散的表面原子局域构型!和"

!"! 表面原子的扩散模型

表面原子的扩散过程是影响薄膜生长的重要因

素$本文把表面原子的扩散过程分为层内扩散和层

间扩散两种情况$层内原子扩散势垒计算采用了

)*+,-提出的(!原子局域环境模型［.］（见图.）$根

据局域环境的表面原子（图中数字所代表的位置）的

存在与否，共有(!.’种局域环境构型$每一个局域

环境构型，对应着一个原子右跳势垒$由于表面岛存

在边和角两类边界，因此应考虑不同边界条件下表

面原子层间扩散的局域环境构型$与层内扩散相对

应，图#是考虑了两种不同边界情况的层间扩散势

垒计算的表面原子局域环境模型，其中浅颜色的实

心圆代表表面原子下一层的原子$由于非四重空位

的层间原子扩散势垒很小，因此在计算机模拟中非

四重空位上的层间原子迁移采用“下漏”模型［#］，即

原子沉积或跳跃到非四重空位上时是不稳定的，它

将继续向下滚动直到落在四重空位位置上$

图. 层内扩散的表面原子局域构型

!"# 计算机模拟方法

表面原子的扩散过程由/01方法完成$根据

简单近似下的态转变理论，表面原子沿某一特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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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跃迁速率为［!］

!"#"#$
$%
%&［ ］& ， （’）

其中#为表面原子的振动频率，即("%)"频率，%&
为&*+,-./00常数，& 为薄膜生长温度1$%为表面

原子的扩散势垒高度，其定义为［2］

$%"$3/4’$5， （!）

其中 $5为表面原子在正常吸附位置时系统总能

量的最小值，$3/4为表面原子在扩散路径的鞍点时

系统总能量的最小值1体系的最小势能通过静态点

搜索技术，利用678原子间相互作用势计算［9］1
表面原子在:;;（’55）表面上有四个可能的跳跃

方向，当在某一特定方向上有最近邻原子存在时，则

表面原子沿此方向的跃迁速率为5，否则根据局域

构型由（’）式求出跃迁速率%（(）)对于有* 个表面

原子的表面原子扩散过程，所有表面原子的总逃逸

速率为

+"!
,*

("’
%（(）， （<）

其中,=21所以，在!-=’／+ 的时间间隔内，某一

表面原子在某一特定方向的跃迁概率为

.（(）"%（(）／+) （2）

在具体的计算机模拟中，表面原子的("%)"频

率#=5>9?’5’!@-，沉积速率为每秒5>59个单原

子层1薄膜生长的初始表面为’A5?’A5?2的面心

立方点阵1与分子动力学相比，由于B8C方法不涉

及复杂的数值计算，因此，可以在模拟的时间尺度上

和表面粒子数目上更接近真实的物理过程1

< 薄膜的初期生长过程

图2给出了模拟得到的不同温度下不同时刻的

薄膜生长形貌1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表面覆盖度为

5>!的情况，’55B时的薄膜表面形貌中单原子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表面岛以二聚体（4D."E）、三聚

体（,ED."E）和单原子链（.*0*."E3,ED0F）为主，说明

此时的表面原子扩散对表面形貌的影响很小，即表

面的成核过程取决于沉积原子的位置随机性；当温

度增加到<55B时，表面原子的扩散已经开始对成

核过程产生影响，单原子的比例明显减少，而且表面

岛的尺寸也有显著增加，但是二聚体、三聚体和单原

子链仍占有一定的比例，说明此时表面原子一旦成

核就变得相当稳定；当温度增加到255B时，表面岛

的形状发生了变化，此时表面岛中基本不存在二聚

体、三聚体和单原子链，这说明这些表面实体在255
B下不再是稳定的，即热激活可以使结合成二聚体、

三聚体和单原子链的表面原子分离，再次成为单原

子而继续扩散，直到与更稳定的表面岛相结合，如双

原子链（4D."E3,ED0F3）；当温度增加到295B时，表

面岛的面积进一步长大，表面岛的形状更加有规则，

同时在表面岛中出现点缺陷1
当表面覆盖度增加到5>9时，尽管不同生长温

度下的表面岛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在表面

岛上出现了更高一层的表面原子，但从表面岛的总

体特征上看与表面覆盖度为5>!时是相似的1同时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表面覆盖度的增加，表面岛开

始彼此连通，但不同生长温度下的表面岛连通方式

是明显不同的1在生长温度为’55B时，表面原子的

扩散能力极为有限，因此表面岛的长大和连通主要

以沉积原子的瞬时“下漏”方式进行的，而且表面岛

上的表面原子多数是一些单原子，同时由于表面岛

的四重空位数比较少，表面岛上的原子数量也比较

少；生长温度为<55B时，单原子的扩散使表面岛的

面积增加，表面岛的连通以单原子链为主，同时表面

岛上的原子数量也有明显增加，说明此时表面原子

的层间扩散比较小；当生长温度为255B时，由于二

聚体、三聚体和单原子链不再是稳定表面原子构型，

因此此时表面岛的连通是通过表面岛的面积增加而

实现的，表面岛上的原子数量减少的原因是表面原

子的层间扩散能力增强的结果；生长温度为295B
时，由于表面原子扩散能力的增强，表面岛的形状更

加有规则，表面岛的面积明显增加，数量减少，同时

层间扩散使得表面岛上的原子难以成核1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温度下薄膜的初期生长特

征，图9给出了表面覆盖度为5>!时不同生长温度

下的表面岛覆盖度随表面岛粒子数的分布情况1同
时，我们引入平均表面岛粒子数的概念，其定义为

/"!
0"’
0*0（!）／!

0"’
*0（!）， （9）

其中0为表面岛中的原子数，*0（!）是表面覆盖度

为!，粒子数为0时的表面岛密度1图A是不同生长

温度下的平均表面岛粒子数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1
图9和图A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表面岛的生长

随表面覆盖度的和生长温度的变化情况1对于’55
B的情况，由于表面原子的扩散能力很小，薄膜表面

以单原子为主，表面岛的面积增长极为缓慢；随着生

长温度的提高，表面原子的扩散能力增强，多原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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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表面岛成为薄膜的主体，平均表面岛的面积随 表面覆盖度的增加呈指数增长!

图"（#）表面覆盖度为$%&时的表面形貌

图"（’）表面覆盖度为$%(时的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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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面岛覆盖度随表面岛原子数的分布情况（总覆盖度为"#$）

图% 平均表面岛原子数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

& 生长温度对薄膜生长模式的影响

图’和图(分别给出了不同生长温度下的表面

粗糙度和)*+,,衍射强度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从

)*+,,衍射强度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趋势上看，在

生长温度从&!".变化到/"".的过程中，)*+,,衍

射强度随温度的演变方式经历了等幅振荡—振荡衰
图’ 不同温度下的表面粗糙度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

/"0$期 张庆瑜等：12／12（/""）外延薄膜生长的计算机模拟及其微观机制研究



图! 不同温度下的"#$%%衍射强度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

减—振荡再现过程，这与&’()*+等人的金属同质外

延的实验结果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生长

温度高于./0&时，薄膜生长属于标准的层状生长

模式，即1#$()23$(4*#5*#6*生长模式-随着生长

温度的下降，"#$%%衍射强度的振幅逐渐减弱-但在

.70&以上时，"#$%%衍射强度仍表现为等幅振荡，

说明此时薄膜仍属于层状生长-.00&时的"#$%%
衍射强度开始出现阻尼振荡的现象，而且只是在表

面覆盖度为7时有一个比较强的衍射峰，说明此时

薄膜生长开始出现岛状生长的趋势-当生长温度下

降到8/0&附近时，薄膜生长基本属于岛状生长模

式，即9:+;*#2<*=*#生长模式-随着生长温度的继

续下降，"#$%%衍射强度振荡现象再次出现-当生长

温度达到>00&时，"#$%%衍射强度随表面覆盖度

的振荡已经十分明显-在700&时，"#$%%衍射强度

的已经没有明显的阻尼衰减-尽管低温下的薄膜生

长的"#$%%衍射强度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振荡形式，

但是"#$%%衍射强度很弱，说明此时的薄膜生长与

层状生长模式有显著的区别，一般称为准二维层状

生长模式-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生长温度从

./0&变化到700&，薄膜生长模式的变化过程为层

状生长—岛状生长—准二维层状生长-
从表面粗糙度随表面覆盖度的变化趋势上可以

看出，当生长温度在.70&以上时，表面粗糙度随表

面覆盖度的变化是等幅振荡的，具有典型的层状生

长特征-当生长温度在.00&以下时，表面粗糙度的

总体变化趋势是随沉积原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不

同生长温度下表面粗糙度随表面覆盖度变化的差

别在于表面粗糙度的上升速度不同-生长温度在

图? 表面原子层内扩散时的典型局域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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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面原子层间扩散#!时的典型局域构型

图!! 表面原子层间扩散#"时的典型局域构型

$%"&附近时，随表面覆盖度增加，表面粗糙度的上

升速度比较快，说明此时生长岛随表面覆盖度的增

加不断长大，具有典型的岛状生长特性’随着生长温

度的进一步降低，表面粗糙度的上升速度逐渐下降’
当生长温度为!""&时，表面粗糙度随表面覆盖度

的变化极为缓慢，说明生长岛的高度随表面覆盖度

的变化没有明显地增加，这是完全的岛状生长所不

具备的特征’因此，从表面粗糙度的角度看，低温下

薄膜生长所出现的准二维层状生长模式可以近似看

成等表面粗糙度生长’

% 气相外延薄膜生长的微观机制

通过前面的薄膜生长特征分析可以看出，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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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不仅可以改变薄膜生长的初期表面形貌，而且

可以改变薄膜的生长模式，这说明表面原子扩散在

薄膜生长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

步探讨表面原子扩散在薄膜生长过程中的作用，图

"给出了表面原子在层内扩散过程中的一些典型的

局域表面原子构型，图#$和图##分别给出了处于

两种边界情况的表面原子在层间扩散过程中的一些

典型的局域表面原子构型，图中同时给出了表面原

子的扩散势垒!对于层内扩散，图"中（%）对应于表

面原子的单原子扩散，（&）—（’）对应于表面原子的

成核和表面岛的生长过程，而（(）和（)）对应于生长

核分解和表面原子脱离表面岛!表#是根据（#）式计

算的对于沉积率为$*$+的薄膜生长过程，在两个相

邻沉积原子的时间间隔内，各种表面原子构型下表

面原子扩散跃迁概率!!#时所对应的生长温度!

表# 表面原子跃迁概率约为#时的生长温度

% & , ’ ( )

层内扩散 -.$ /0$ -/$ #+$ 00$ +-$

层间扩散1! -"$ -+$ +$$ /#$ +2$ +.$

层间扩散1" 02$ .0$ .3$ 2/$ #$#$ 2/$

从扩散势垒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处于任何表

面原子构型的原子扩散温度都高于#+$4，说明在

#$$4的薄膜生长过程中，表面原子扩散对薄膜生

长形貌的改变很小，表面原子可以看成是无扩散能

力的刚性硬球，即此时薄膜生长类似与刚性硬球沉

积!因此，此时的表面原子成核和三维岛的生长，完

全取决于沉积原子的空间随机性和表面原子密度的

增加!随着表面覆盖度的增加，三维岛的生长和原子

的“下漏”达到动态平衡，从而导致准二维层状生长

模式的出现!当生长温度在/$$4左右时，对应于图

"（&）的成核过程和图"（’）的单原子链生长过程开

始影响表面的形貌，其结果是导致薄膜表面的二聚

体和单原子链的比例增加!由于此时单原子的扩散

速率仍然很低，表面岛的面积增长则主要是通过表

面原子密度的增加!同时，薄膜表面的二聚体和单原

子链的比例增加以及局域环境调整，使得表面岛上

的四重空位增加，从而导致表面岛三维生长的概率

上升，薄膜56%77衍射强度减弱!但是此时表面原子

的局域位置调整的范围只存在于最近邻原子之间，

难以促成比较大的三维岛的形成!
当生长温度达到-+$4左右时，单原子开始出

现层内扩散，同时一些层间扩散过程也开始发生，此

时单原子层内扩散成为表面原子成核和表面岛生长

的主要因素!由于此时表面层间扩散的概率比较小，

而原子层内扩散使得表面岛的面积增长比较快，所

以导致薄膜以岛状模式生长，表面粗糙度增加!当生

长温度在0$$4附近时，处于第一类边界条件的单

原子层间扩散已经十分显著，从而抑制了表面岛的

高度增长，此时薄膜开始出现层状生长的趋势!但是

由于此时处于第二类边界条件的层间扩散概率很

小，从而导致薄膜表面粗糙度继续随表面覆盖度的

增加而增加!当生长温度增加到0+$4时，单原子链

端点原子和二聚体原子可以分离，不仅使得表面岛

上的表面原子成核变得困难，而且增加了表面岛上

已成核原子的再扩散能力!同时由于此时处于第二

类边界条件的单原子层间扩散过程也可以发生，因

而导致薄膜以层状模式生长!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单原子扩散过程在

薄膜生长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薄膜生长温度

远低于单原子的扩散温度时，单原子没有显著的扩

散，此时表面原子的成核和表面岛的生长主要是由

沉积原子的空间随机性和表面原子密度增加而决定

的，而表面原子的局域构型调整对成核和表面岛的

生长起着促进作用，因此准二维层状生长的薄膜表

面形貌取决于沉积原子速率和表面原子的局域调整

速率的竞争；当薄膜生长温度比较高时，薄膜的生长

模式则取决于单原子的层内扩散和层间扩散的竞

争，因此，成核原子的分离速率和表面原子的层间扩

散能力是决定薄膜是以层状模式生长还是以岛状模

式生长的重要因素!

. 结 论

（#）在薄膜生长的初期，由于低温时表面原子的

扩散能力很小，表面的成核过程取决于沉积原子的

位置随机性，表面岛以二聚体、三聚体和单原子链为

主，且表面岛面积增长极为缓慢；随着生长温度的提

高，表面原子的扩散能力增强，表面原子的扩散逐渐

成为成核和表面岛生长主体，表面岛面积随表面覆

盖度的增加呈指数增长!
（/）薄膜生长模式取决于薄膜的生长温度!随着

生长温度从0+$4变化到#$$4，气相外延沉积的

89／89（#$$）薄膜生长模式的变化过程为层状生

长—岛状生长—准二维层状生长!而且低温下的准

二维层状生长与高温下的层状生长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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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薄膜生长温度远低于单原子的扩散温度

时，表面原子的成核和表面岛的生长主要是由沉积

原子的空间随机性和表面原子密度增加而决定的；

当薄膜生长温度比较高时，薄膜的生长模式和初期

表面形貌则取决于单原子的层内扩散和层间扩散的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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