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p3 掃描探針顯微鏡(STM) 

目的  

暸解掃描隧道顯微鏡(STM)，並利用它來進行實際樣品的掃描，直接觀察到物質表面的原子結構。 

 

背景  

掃描隧道顯微鏡最初是在80年代初，由G. Binnig博士和H. Rohrer博士、以及C. Gerber博士

在位於瑞士的IBM研究實驗室所開發。一個非常尖銳的金屬尖端(端頭曲率直徑小於100nm)，使靠

近樣品的表面接近至幾奈米的距離。針尖上施加偏壓後，針尖與樣品表面雖然不直接接觸，但還

是會有穿隧電流流過，因此這種技術可用於分析材料表面的原子結構與電子特性。 

STM所得出的三維特徵的原理取決於不同針尖-表面的距離而產生的不同穿隧電流大小。當針

尖在樣品上移動時，針尖-表面的距離改變使穿隧電流相應地產生改變。通過調整所述掃描針頭的

Z高度，使某固定Z高度反饋的穿隧電流值設為預設值，在掃描取樣的表面時，使保持相同的反饋

穿隧電流值，可得出不同樣品位置所記錄的Z-高度可以解釋為在表面的相對高度，並因此可以得

到的樣品的形貌。(參見圖1) 

 

 

 

 

 

 

 



實驗設備  

  

 

隔震系統 (Fig 2. - a, b) 

以四條彈簧當成隔震阻尼，整個量測系統的總重量已列入計算。 

 

手動超高精確移動機制(Fig. 2 - c, d) 

此機制提供使用者微調針尖與樣品表面間的距離，微調高度可距將近10奈米。微調螺絲(Fig. 2-d)到針尖的

距離為粗調螺絲(Fig. 2-c)到針尖的距離的80倍 (See Fig. 3)，所以針尖的調整高度為微調螺距的1/80。 

藉由粗調相位，針尖-表面的距離可以經由攝影機在電腦螢幕上進行監控。而藉由微調相位，可以在掃描針

尖太靠近表面時自動將微調螺絲反轉自動縮回，有助於防止針尖撞到樣品。 

 

 

*1. 高度調整螺絲螺距為0.3mm，所以每轉一度的高度為0.3mm / 360°≒0.8um/°。 

*2. 由於相似三角型的比例，細調高度有1:80的效果，所以細調螺絲每轉一度的高度為10 nm/°(= 0.8um / 

80)。(∵相似三角型 ∴ hf : ho = s1 : (s1 + s2) ≒ 1 : 80) 



 

量測系統 (Fig. 2 - e) 

整個量測系統是用4條彈簧懸吊於隔震平台上，隔震平台以質量大的金屬製成，除了保證整個系統的剛性

之外，也保持針尖與樣品相對距離不變。 

 

掃瞄模組(Fig. 2 - f) 

掃瞄模組置於量測系統的下平板，內建壓電裝置，封裝於隔離外部電磁噪聲的金屬盒內。 

 

本掃瞄模組並未裝置高解析度用的陶瓷管，若在掃瞄模組上吸附長的隔瓷管，則此模組可提供大區域的掃

瞄能力。 

- 大區域掃瞄模式：最大掃瞄範圍可到4500 nm、最好的XY-解析能力可到6 nm。 

- 高解析掃瞄模式：最大掃瞄範圍可到1500 nm、最好的XY-解析能力可到2 nm。 

 

平台迫緊螺絲 (Fig. 2 – g) 

旋緊平台迫緊螺絲，可使量測系統和隔震平台緊緊結合，避免操作時因為量測系統的搖晃而受到干擾。 

 

樣品台(Fig. 2 - h) 

樣品台吸附在掃瞄模組的陶瓷管上面的磁盤上，利用磁力的設計易於樣品的吸附及拆卸。 

 

 注意: 強磁力可能使壓電裝置受損，當樣品從磁盤被突然地垂直拉離，或者當樣品突然放置到磁盤上

時，請拿穩樣品並盡量以水平的方向放置樣品或取出樣品，以防損害壓電裝置。 

 

針尖夾 (Fig. 2 -i) 

針尖夾亦採磁性設計，用以吸附在測量系統上板的天花板的磁盤上。針尖插入針尖夾中央插孔，並以兩個

在針尖夾兩端的迫緊螺絲固定。。 



 
注意：由於磁力頗強，所以吸附或取下針尖夾時，請以幾乎水平的方向上移動針尖夾，避免當垂直地

用力時，突然的移運造成針尖的碰撞或損壞。 

 

Internet 纜線插槽 (Fig. 2 - j) 

Internet 纜線連接到電子控制器上，以傳送控制碼到掃瞄模組。 

 

SMA 纜線插槽 (Fig. 2 - k) 

SMA 纜線連接到電子控制器上，用以傳回穿隧電流。 

 

攝影機 (Fig. 2 - m) 

攝影機位於測量系統上板的天花板上，面向針尖，用以即時監控粗調螺絲旋轉時針尖-樣品表面的距離。 

 

攝影機 USB (Fig. 2 - n) 

攝影機直接以USB纜線連接到電腦，和STM Educa系統完全獨立。一旦粗調螺絲旋轉相位完成，在針尖置

放或取下之前，USB纜線就必須進行連結。這是避免外在震動所造成的額外訊號。 

 

 

 
電子控制器由16-bit D/A & A/D轉換器、放大器、反饋電路、以及其它電路組成。藉由介面程式(N-terface)



所送出的參數及指令以及掃瞄模組所反饋訊號，此電子控制器控制著壓電裝置的行為動作。 

 

SMA 纜線插槽(Fig. 4 -a) 

SMA 纜線連接到量測系統以取回掃瞄模組傳回的實際穿隧電流值，目的是為了計算”誤差訊號”(穿隧電流

和一開始預設的電流值的差值)。 

 

I-Gain 增益旋鈕 (Fig. 4 - c) 

取出”誤差訊號”後，用特定的時間權重與I-Gain增益旋鈕上所設定的積分增益值進行積分。這個值的大小代

表隨著掃瞄針尖反應在穿隧電流改變的速度，也就是說隨著針尖在Z方向移動的穩定度。在針尖往表面靠

近之前，I-Gain增益必須轉到最大值，如此才能使得針尖在非常靠近表面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撤回。真正準

備進行掃瞄之前，I-Gain增益轉回較小的數值，使針頭較為穩定。 

 

P-Gain 增益旋鈕 (Fig. 4 - d) 

針尖Z高度的變化可由”誤差訊號”和P-Gain增益的增益值相乘後決定。在針尖往表面靠近之前，P-Gain增

益必須轉到最大值，如此才能使得針尖在非常靠近表面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而進行掃瞄之前，P-Gain

增益轉回較小的數值，使針頭較為穩定。 

 

電源插槽 (Fig. 4 - d) 

只能用以交流電電力系統進行交/直流交換，輸入電壓為9V DC。 

USB 插槽 (Fig. 4 - f) 

USB 連接至電腦，藉由介面程式(N-terface )與電子控制器進行參數和計算的傳遞溝通。 

 

Internet 纜線插槽 (Fig. 3 - g) 

Internet 纜線連接至量測系統，用以送出控制訊號至掃瞄模組、傳遞穿隧電流訊號回電子控制器。 

 

實驗前置操作 

(1) 設置量測平台 

1. 移開風罩。 

2. 確認量測系統平穩的懸吊在彈簧上。 

3. 確認針尖是否穩固的回縮狀態並且遠離樣品。 

4. 確認是否針尖與樣品都正確的擺放在該在的位置。 

5. 微調水平螺絲以確認量測系統水平。 

6. 若有外加的陶瓷管，請確認陶瓷管有正確安置於掃瞄模組上。 

7. 以USB纜線連接攝影機與電腦。 

(2) 設置電子控制器 

1. 以Internet 纜線、SMA 纜線、和USB 纜線連接電子控制器與量測平台。 

2. 將AC電源轉換器接至電子控制器。 



(3) 卸除及置換針尖夾的步驟 

1. 將量測系統下板與隔震平台鎖緊以避免系統搖晃。 

2. 將量測系統的上板抬起。 

3. 用鑷子夾住針尖固定螺絲，以水平方向將針尖夾平行移開磁盤。 

4. 若要將針尖夾吸附在磁盤上，也請以水平方向平行置入，勿垂直移動針尖。 

5. 鬆脫懸吊平台下板之前，將上板放回量測系統。(小心的對準下板三個對應於三根高度調整螺絲的位

置。) 

(4) 置換針尖步驟 

1. 如步驟(3)將針尖夾從量測系統卸除。 

2. 從針尖夾轉鬆兩顆針尖固定螺絲。 

3. 用鑷子將針尖從針尖夾取下，以光學顯微鏡檢察針尖狀況。 

4. 用鑷子取出一根新的針尖輕放於針尖夾，慢慢的將兩顆固定螺絲鎖回，確認針尖穩固並肉眼可見的垂直

置於針尖夾上。(固定螺絲勿迫鎖過緊，導致針尖變形) 

5. 如步驟(3)將針尖夾放回量測系統。 

(5) 樣品置放步驟 

1. 用鑷子小心夾住樣品基板後將樣品夾起，避免手指或其它物體接觸到樣品表面。 

2. 先讓樣品基板的邊緣放在磁盤面上，再慢慢將樣品以水平方式推入到適當位置，請勿垂直放置樣品。 

3. 卸除樣品時也請依循相同步驟進行。 

 

實驗操作 

 

(6) 針尖靠近移動前的檢察清單 

1. I-Gain增益和P-Gain增益旋至最大(逆時針旋轉到底)。 

2. 調整量測系統水平。 

3. 攝影機連接至電腦、影像擷取軟體已正確開啟、調整攝影機鏡頭焦距使能清楚看到針尖。 

4. 啟動介面程式(N-terface)，確認該程式並非在模擬模式、顯示正確的序列數字、初始化程式時Scan Z的

狀態欄呈現全黑。 

(7) 粗調針尖移動 

1. 檢查“Approach”功能，使偵測到穿隧電流時，防呆聲響啟動。 

2. 粗調機制由兩個高精度高度調整螺絲構成，逆時針旋轉時針尖靠近樣品表面，順時針旋轉則使針尖回縮

遠離樣品表面。 

3. 確認兩顆粗調螺絲在相同的水平高度。 

4. 確認兩顆螺絲正上方的白點都位於相同位置，之後可藉由調整螺絲的白點位置來調整兩顆螺絲的旋轉

量。 

5. 觀察針尖和針尖反射在樣品表面上的倒影距離，當針尖和反射倒影相當靠近時，請停止繼續下降針尖。 

6. 在進行微調之前，請記得將平台迫緊螺絲取下，並將USB纜線從量測系統卸除。 

7. 在初始進行粗調時，量測系統可以和隔震平台鎖緊，但進行微調時，平台的迫緊螺絲就必須卸除了。 

(8) 微調針尖移動 



1. 確認USB纜線從攝影機上卸除、量測系統並未以螺絲固定在隔震平台上，而是光靠彈簧懸吊。 

2. 微調機制由一顆高精度高度調整螺絲構成，逆時針旋轉時針尖靠近樣品表面，順時針旋轉則使針尖回縮

遠離樣品表面。 

3. 進行微調時，請緩慢且平穩的旋轉高精度高度調整螺絲。 

4. 小心觀察N-terface 程式中Scan Z的狀態欄，一有訊號產生就立刻停止微調旋轉。 

5. 若N-terface 程式中Scan Z的狀態欄突然變成全白，請儘速順時針旋轉以回縮針尖。 

6. 小心旋轉微調螺絲使Scan Z的狀態欄約為一半白色、一半黑色。 

7. 順時針旋轉I-Gain和P-Gain增益旋鈕到較小的增益值，直到Scan Z的狀態欄保持穩定但小幅度的上下振

盪。 

8. 微調高精度高度調整螺絲、I-Gain和P-Gain增益旋鈕直至Scan Z的狀態欄停在中間位置並保持穩定。 

(9) 開始掃瞄 

1. 確認處於掃瞄模式(大區域或高解析度)。 

2. 設定Current、Sample Bias、Time Const、Area、Scan Position、Points 的數值。(預設值如Fig5所

設，若預設值被歸零，請助教重新設定。) 

3. 勾選連續掃瞄(continuous scan )。 

4. 按壓” Start Scan”。 

(大部分情況下，在高對比度(Auto Contrast)子選項中勾選“Line by line”)。 

 

程式操作釋疑 

 

(10) 掃瞄時的參數修改 

 Current、Bias Voltage、Time Const和Scan Speed可以在掃瞄程序中進行調整。 

 Gain、P-Gain增益值亦可由電子控制器端即時調整。 

 其它參數則必須等掃瞄程序停止後才能進行修改。 

(11) 針尖恢復 

 當針尖端頭產生形變或品質不好時，掃瞄所得的圖像也會不佳。此時可施加針尖一個短的脈衝電壓，

有可能會使針尖端頭恢復，但也有可能使得情況更糟。 

 脈衝電壓可反覆施加。但若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則建議置換針尖。 

 

實驗後置步驟 

 

(12) 掃瞄結束步驟 

1. 將I-Gain和P-Gain增益旋鈕逆時針回旋到底至最大值。 

2. 回縮針尖：旋轉粗調及微調高度螺絲，使針尖回縮，遠離樣品表面到一安全距離。 

3. 保持量測系統的水平狀態。 

4. 罩上保護風罩。 

 一段時間不使用時：(1) 將彈簧從隔震平台取下。(2) 將針尖和樣品取下置於保存盒內。 



 移動實驗系統時：將量測系統與隔震平台緊緊鎖住固定，將量測系統的上、下板用魔術膠帶緊緊包

覆。 

 

介面程式 N-terface 

 

 

 



*進入N-terface時請先如Fig.5上的參數輸入。 

 

Z軸掃瞄 Scan Z (Z軸長度狀態欄 Z-length Status Bar) 

Z軸掃瞄代表掃瞄針尖的Z軸長度，在初始化(此時針尖位置最長、無縮回)時呈現全黑。當偵測到穿隧電流

時，針尖回縮，黑色狀態欄也同時回縮，黑色狀態欄下所剩的白色空間表示回縮量。當黑色狀態欄回到最

高位置並消失時，表示針尖回縮到最極致無法再進行回縮，大部分的情況這也表示針尖已經實際碰觸到樣

品了。進行掃瞄時最好使狀態欄的黑色與白色各一半，此時表示伸、縮量都能達到最大長度。 

 

電流 Current (預設電流 set-point current) 

預設電流是為了計算誤差訊號，而誤差訊號可用以控制掃瞄針尖如何移動。較高的預設電流值即針尖與樣

品表面保持的距離較近；同樣地，較低的預設電流值即針尖與樣品表面保持的距離較遠。適當的預設電流

值取決於樣品表面的高、低程度，若樣品表面高低變化較為激烈，則應該取較高的針尖-表面距離，使得針

尖能在表面安全地移動。然而，這個情況所選用較低的預設電流值卻越容易感應到外部噪聲。 

 

樣品偏壓 Sample bias(伏特 voltage) 

在針尖與樣品間施加一偏壓，所施偏壓為正或負其效果都相同，但偏壓值不能設為零。 

 

脈衝 Pulse (伏特 voltage) 

一個短方波脈衝電壓(+10 V ~ -10 V)施加於針尖上，預期而言，針尖有機會回復到較好的狀態。一般使用

的脈衝電壓範圍可從0.5V 到 10V，建議先從較小的電壓開始。 

 

時間常數 Time constant (停留時間 dwelling time) 

時間常數是指每掃瞄一個點的數據取得所需時間。時間常數較長，數據較為可靠，然而太長的時間常數通

常會導致熱產生漂移而使得圖像模糊。若時間常數較短則整個掃瞄過程速度較快，不過也可能會導致針尖

撞擊樣品表面或所得數據較不可靠。 

 

掃瞄模式 Scanning Mode 

(1) 大面積 Large Area 

 最大掃瞄範圍：3600 ~ 4500 nm 

 最大XY-解析度：6 nm 

(2) 高解析度 High Resolution 

 最大掃瞄範圍： 1200 ~ 1500 nm 

 最大 XY-解析度：2 nm 



 

掃瞄區域 Scan area (掃瞄狀態 scanning status) 

外層方框表示最大的掃瞄範圍，內層方框表示選取的掃瞄區域，而移動的點表示目前的掃瞄位置。 

 

掃瞄位置 Scan position (Offset X & Offset Y) 

修改X和Y的偏移值可令使用者將原本最大的掃瞄區域改變為所指定的範圍。 

 

點 Points (每條線 per line) 

每條掃瞄線顯示的數據點數目，範圍從50 x 50到550 x 550。點數設定越多則得到較高的解析度以及較好

的圖像品質，然而點數設定較少的話則能節省掃瞄時間。 

 

圖像 > 自動對比度 Image > Auto Contrast 

自動對比提供了掃瞄圖像較清晰的即時預覽。有三種模式可供選取: (1) 線對線比對 line by line (2) 平面

比對 plane 或 (3) 不自動對比 none。 

 

連續掃瞄 Continuous Scan 

當勾選連續掃瞄模式時允許掃瞄來回重覆，從上到下再從底部回到頂部，所得的新數據將覆寫上一次的數

據直到按壓停止(STOP)鍵。 



 

開始掃瞄 Start Scan 

按壓“開始掃瞄”即開始掃瞄程序 

在按壓“開始掃瞄”之前請先確認以下狀況 

(1) 掃瞄Z狀態欄停在中間位置 

(2) 量測系統穩定沒有搖擺 

停止掃瞄 Stop Scan 

按壓“停止掃瞄”即停止掃瞄程序，除非掃瞄程序停止，否則有些設定是無法改變的。 

功能 > 靠近 Function > Approach 

當勾選此子項目時，只要偵測到穿隧電流，防呆聲音功能即被觸發而產生聲響。 

儲存 Save 

將樣品表面數據儲存到檔案。可使用所附的數據分析軟體(N-mage)繪出圖像或進行數據的分析。 

 

緩衝 Buffer 

每次掃瞄開始，不管掃瞄程序是否完成，程式設計有10個緩衝槽可供掃瞄圖像數據暫存，所以您可從最近

的10次掃瞄中取出數據並儲存。 

設置面板 Set Palette 

用戶可以選擇掃瞄程序即時圖像預覽中所使用的顏色。 



 

 

重置回預設值 Reset to Default 

重置回到前一次儲存的預設值。每次關閉軟體時都可以儲存預設值。 

重置回原廠 Reset to Factory 

重置回原廠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