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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大面積石墨烯薄膜的製備方式，是以化學氣相沉積法於金屬觸媒材
料表面合成石墨烯薄膜，應用時則必須轉移至其他之矽晶圓、玻璃
或高分子目標基板，以達到大面積、高導電性與高光穿透度等應用
要求。然而，傳統的轉移過程包括石墨烯之高分子層覆蓋保護、金
屬觸媒的蝕刻、蝕刻液置換成純水、移轉至目標基板、高分子保護
膜的移除等。這些步驟幾乎都使用濕式製程完成，其過程除了耗時
、金屬基板損耗、產生大量廢液的缺點外，又有易於造成石墨烯薄
膜破損、液體雜質汙染、高分子殘留，以及石墨烯與基板間的水氣
不易完全去除等缺點，使得應用濕式轉移的石墨烯所製作電子或光
電元件性能仍不理想。本計畫將利用陽極接合法開發圖案化石墨烯
之乾式靜電轉移技術，其原理是電場與溫度的輔助下使石墨烯膜被
靜電吸附轉移於目標基板，預期其可以改善上述的缺點，大幅提升
電子或光電元件的性能。整體的計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圖案化石墨烯膜的製備：本研究將使用三種方法製備圖案化寡
層石墨烯： (1) 利用微影與氧電漿蝕刻製程，在研磨拋光的石墨表
面定義圖案；(2) 在矽晶圓表面進行金屬觸媒層圖案化，再以熱裂
解CVD（Thermal CVD）合成石墨烯；(3) 在銅基板表面進行熱裂解
CVD合成石墨烯，再以微影與氧電漿蝕刻製程定義出3-5層之石墨烯
圖案。2.陽極接合法靜電轉移技術開發：以第一步驟完成的具石墨
烯圖案基板當作上電極(接電源正極)，Pyrex玻璃或具氧化矽
(SiO2)層的矽晶圓當作下電極(接電源負極)，控制500-1000 V電壓
、100-500 oC溫度，10-100 N正向力等參數，進行將石墨烯靜電轉
移至目標基板之技術開發。3.靜電轉移成效分析與參數回饋：設計
與製作100x100陣列之石墨烯圖案，每個圖案的尺寸為10×10
um2，經轉移至目標基板的石墨烯，以拉曼映射與影像二值化軟體進
行分析，可得到其轉移層數、層數均勻性、轉移率(%)等資訊，以進
行參數回饋調控的參考依據。另外，也將藉由SEM、AFM、XRD、
XPS等檢測與分析技術，比較靜電轉移前、後石墨烯品質的差異性。
4.乾濕式轉移之石墨烯電子電路性能比較：設計石墨烯電路，在具
SiO2層的矽晶圓基板完成石墨轉移石墨烯、乾濕式轉移CVD石墨烯薄
膜之電路製作，並比較三者在電氣性能的差異，包括導電性
(Ω·cm)、載子遷移率(cm2/Vs)、電流-電壓(I-V)特性曲線。

中文關鍵詞： 圖案化石墨烯、陽極接合、靜電轉移、拉曼映射、影像二值化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e conventional transfer process includes coverage of
graphene with polymerlayer etching of metal catalyst,
etching solution replaced with deionized water,transferred
to a target substrate, removal of polymer protective film,
and so on.These steps are almost always completed by wet
processes. But in addition to the disadvantages of time
consuming, loss of metal substrate, and large amount of
waste liquid, these process are also easy to cause
drawbacks of graphene film damage, liquid impurities
contamination, and polymer residue. Moreover, thewater
vapor between graphene and target substrate is difficult to
be removed completely. Aforementioned disadvantages make
the performance of electronic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fabricated by wet transfer of graphene still
unsatisfactory.This project will develop electrostatic
transfer of patterned graphene films using an anode bonding
method electrostatic transfer for patterned graphene by an
anodic bonding technique. Its principle is that the
graphene film is electrostatically adsorb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target substrate with the aid of electric field and
temperature, which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above
disadvantages induced by wet transfer proces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英文關鍵詞： patterned graphene, anodic bonding, electrostatic transfer,
Raman mapping,image binariz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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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單原子層厚度的石墨烯，以sp2混成軌域

組成二維平面之蜂巢狀晶格結構，具有優異

的導電性(10-8 Ω·cm)、載子遷移率(200000 

cm2/Vs)以及可見光透光率(97.7%)等特性，

在可撓性透明導電薄膜與光電元件的開發

與應用領域受到極大的矚目。大面積石墨烯

薄膜的製備方式，是以化學氣相沉積法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於金屬觸

媒(銅、鎳)材料表面合成石墨烯薄膜，應用

時則必須轉移至其他之矽晶圓、玻璃或高分

子目標基板，以達到大面積、高導電性與高

光穿透度等應用要求。然而，傳統的轉移過

程幾乎都是使用濕式製程完成，其過程耗

時、金屬基板損耗、產生大量廢液，又易於

造成石墨烯薄膜破損、液體雜質汙染、高分

子殘留，以及石墨烯與基板間的水氣不易完

全去除等缺點，使得應用濕式轉移的石墨烯

所製作電子或光電元件性能仍不理想。因

此，本計畫將利用陽極接合法開發圖案化石

墨烯之乾式靜電轉移技術，其原理是電場與

溫度的輔助下使石墨烯膜被靜電吸附轉移

於目標基板，預期其可以改善上述的缺點，

大幅提升電子或光電元件的性能。整體的計

畫執行要點與工作要項包括： 

1.圖案化石墨烯膜的製備：本研究將使

用三種方法製備圖案化寡層石墨烯：(1)利用

微影與氧電漿蝕刻製程，在研磨拋光的石墨

表面定義圖案；(2)在矽晶圓表面進行金屬觸

媒層圖案化，再以熱裂解CVD（Thermal 

CVD）合成石墨烯；(3)在銅基板表面進行熱

裂解CVD合成石墨烯，再以微影與氧電漿蝕

刻製程定義出3−5層之石墨烯圖案。 

2.陽極接合法靜電轉移技術開發：以第

一步驟完成的具石墨烯圖案基板當作上電

極(接電源正極)，Pyrex玻璃或具氧化矽(SiO2)

層的矽晶圓當作下電極(接電源負極)，控制

500−1000 V電壓、100−500 oC溫度，10−100 N

正向力等參數，進行將石墨烯靜電轉移至目

標基板之技術開發。 

3.靜電轉移成效分析與參數回饋：設計

與製作100100陣列之石墨烯圖案，每個圖

案的尺寸為10 × 10 m2，經轉移至目標基板

的石墨烯，以拉曼映射與影像二值化軟體進

行分析，可得到其轉移層數、層數均勻性、

轉移率(%)等資訊，以進行參數回饋調控的

參考依據。另外，也將藉由SEM、AFM、

XRD、XPS等檢測與分析技術，比較靜電轉

移前、後石墨烯品質的差異性。 

4. 乾濕式轉移之石墨烯電子電路性能

比較：設計石墨烯電路，在具SiO2層的矽晶

圓基板完成石墨轉移石墨烯、乾濕式轉移

CVD石墨烯薄膜之電路製作，並比較三者在

電氣性能的差異，包括導電性(Ω·cm)、載子

遷移率(cm2/Vs)、電流-電壓(I-V)特性曲線。 

關鍵字：圖案化石墨烯、陽極接合、靜
電轉移、拉曼映射、影像二值化分析 

  



1. 前言 

石墨烯透明電極有著可撓性高、低反射

率等優點，所以是目前軟性電子材料裡極具

潛力的一種二維材料，且因為透明導電膜應

用於觸控面板的規格要求較低，故在智慧型

手機市場的需求度高，韓國三星等手機龍頭

也將發展重點側重於高速電晶體、觸控面板

與可撓式面板的研發上，因此石墨烯透明 

導電膜是目前最有可能商品化的一個領

域。目前在眾多石墨烯薄膜的製備方法中，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合成(CVD)法合成石墨

烯，並以轉移的方式貼附至其他目標基板上

之方式，較能達到高導電性與高光透度的要

求。雖然另有以石墨烯分散液塗佈的方法，

所得到之高均勻性且寡層的石墨烯薄膜，但

要確 保石墨烯片彼此間之堆疊導通則是技

術主要的困難點。此外，一般分散液中的石

墨烯薄片結構也較CVD法所合成之石墨烯

來得不完整，因此其所製備之透明導電薄膜

的片電阻，大多較CVD法所製備的要大上兩

個數量級，故CVD法是要得到高品質石墨烯

導電薄膜最可行的方法。目前以CVD法所製

備而得之石墨烯透明導電膜，已經驗證較傳

統ITO導電薄膜具有更優異的電性與光學特

性，未來若能降低製程溫度、提升薄膜的均

勻性，與不需要以濕蝕刻製程去除銅箔觸媒

層進行轉移，便能大幅提升其產業化的可能

性。  

因此，本研究選用化學氣相沉積法，配

合高純度之甲烷，並使用氫氬混合氣輔助，

在觸媒材料銅基板上製備石墨烯薄膜後，採

用陽極接合技術進行乾式轉移石墨烯之製

程，相較於傳統的轉移方法，其具有不需使

用蝕刻液與處理石墨烯表面殘留之殘膠及

雜質，且金屬觸媒層可重複利用等優點，在

產業應用上，避免了大量蝕刻化學藥劑的使

用，以及濕式轉移之浸泡液體影響 到石墨

烯薄膜特性的顧慮，也因為製程的簡化，因

此可節省大量的生產成本 與轉移時間。 

2. 實驗方法 

2.1黃光微影圖案化製程 

此步驟主要是以黃光微影技術對厚度

為300 nm /525 μm之SiO2/Si表面進行光阻的

圖案化定義，並作為掀離製程中之犧牲層。

本研究選用AZ4620正型光阻，經過轉速500 

/4000 /500 rpm，時間5s /20s /5s之條件參數旋

塗出 厚度約為14 μm之光阻，經過100℃ 軟

烤180秒後，藉由波長為365 nm之I-line UV 

光源進行曝光，曝光劑量為840 mJ/cm2，曝

光完成後利用AZ-400k與水配比1:4之顯影

液進行顯影300秒，待圖案顯像後以去離子

水潤濕3分鐘，並以壓縮乾燥空氣(CDA)將試

片表面吹乾，即可製作出40μm與80μm見方

之方型陣列圖形。 

 

2.2 觸媒材料之製備 

將預圖案化之SiO2/Si當作基板，在上面

濺鍍一層約5000 Å  ~ 7500 Å厚56的銅薄

膜，為了避免銅與SiO2/Si基板之間的接面品

質不好，本研究在銅與SiO2/Si之間濺鍍一層

約200 Å 厚的鉻金屬做為黏著層(Adhesion 

layer)。 

 

2.3光阻掀離製程 

濺鍍完成後，將試片放入丙酮溶液中，

進行超音波震洗，震洗參數為在 45 ℃的液

體溫度下，以37 KHz之震盪頻率震洗，震洗

時間則為光阻完全 掀離為止，約60 ~ 120分

鐘左右，以避免有光阻殘留在試片表面，此

步驟結束後即可將所有先前定義之光阻犧

牲層去除，僅留下圖案化完成之銅薄膜。 

 

2.4石墨烯之製備 

將濺鍍完成之觸媒金屬，放入化學氣相

沉積反應爐裡進行成長，先升溫至 800 

℃~950 ℃，到達目標溫度後，持溫20分鐘進

行退火處理，過程中通以550 sccm之氬/氫混

合氣(9:1)作為活化之氣氛，而後在成長的部

分，一開始將氬/氫混合氣調整至55 sccm，

通入流量494 sccm之氬氣做為承載氣體，並

以甲烷做為成長石墨烯之碳源，以1 sccm之

流量輸入10分鐘進行成長，成長完後將加熱

器關掉，使其系統自然降溫至室溫即可取

出。 

 



2.5目標基板之清洗 

先利用硫酸加雙氧水比例為3：1之溶

液，將面積及厚度分別為1 cm2與300 μm之 

Pyrex玻璃表面進行清潔，為了避免水氣之影

響，在轉移製程開始前需先以60 ℃之熱電盤

進行烘烤10分鐘。 

 

2.6陽極接合轉印技術之製程 

將預圖案化之寡層石墨烯 /銅薄膜

/SiO2/Si的成長基板與玻璃目標基板進行接

觸，並給以2~10 N之壓力使其彼此可以緊密

貼合，當溫度提升至100 ℃ ~ 300 ℃後，將

施加於兩材料間之電壓逐漸調整至0.3 kV~ 

1.2 kV，使得 寡層石墨烯與基板間產生靜電

吸附作用，約15~25分鐘，待其溫度降至室

溫後，將銅薄膜/SiO2/Si 垂直自基板上移

開，靜電力會使得銅薄膜上預圖案化之寡層

石墨烯轉移至玻璃基板上。 

 

3. 結果與討論 

整個轉印製程主要建立於化學氣相沉

積與陽極接合技術之基礎上，前期先測試出

石墨烯成長製程之穩定化參數，使其沉積適

當之薄膜厚度以利於後續轉印。並在可穩定

製備石墨烯薄膜後，接著使用陽極接合轉印

技術，轉移石墨烯薄膜至玻璃目標基板上，

找出最佳之轉移參數。最後，將結合黃光微

影技術，在SiO2/Si基板上進行光阻圖案化定

義，並濺鍍銅觸媒於預圖案化之基板上，接

著進行光阻掀離(lift-off)製程，去除光阻後，

利用化學氣相沉積系統成長石墨烯於銅薄

膜表面後，將已定義圖形之石墨烯/銅薄膜進

行陽極接合轉印轉移至玻璃基板上，即可得

到圖案化之石墨烯/玻璃基板。Fig. 1 為轉印

製程流程圖。 

 
Fig. 1 Research flow chart of graphene transfer 

by an anodic bonding technique. 

 

首先，本計畫先以銅箔作為觸媒材料進

行成長，一般由於銅箔之表面活性較高，在

大氣環境下容易與氧氣產生反應形成天然

的氧化物(Native oxide)，並在成長石墨烯時

影響到石墨烯的層數及品質，故本研究將銅

箔浸泡於丙酮，並利用80 KHz之超音波震盪

器震洗3分鐘去除表面有機物後，再採用飽

和檸檬酸(Citric acid)水溶液做為還原劑，震

洗長達30分鐘，確保銅箔表面的天然氧化物

(CuO, Cu2O)盡可能地被去除，以增加成長石

墨烯之品質。當銅箔浸泡飽和檸檬酸水溶液

結束後，可以觀察到銅箔表面已經裸露出純

銅，顏色也由原本的暗銅色轉變為明顯之亮

銅色。此時，將其以去離子水沖洗表面，並

利用潔淨的乾燥壓縮空氣(CDA)快速將水分

移除後，放入到以85%磷酸(H3PO4)、醋酸

(CH3COOH)及甘油(C3H8O3)所組成之電解

液中，電解拋光20分鐘以降低其表面粗糙

度。最後，將銅箔表面的殘餘電解液以去離

子水洗淨並吹乾後，即完成銅箔表面之前處

理程序，結果如Fig. 2所示。 



 
Fig. 2 OM image of the copper foil surface 

with pre-treatment. 

  

接續，將前處理完成之銅箔放入APCVD

系統中，由於本實驗室已有銅箔成長單層、

雙層、寡層石墨烯之相關經驗及技術，而因

實驗需求故著重在寡層石墨烯之製備與轉

移上。因此，該實驗選擇以1020℃作為成長

之溫度，在氣體方面則選擇以氬氣作為承載

氣體，氫氣作為清除銅箔表面殘餘氧化物 

之活化氣體，甲烷則是成長石墨烯之碳源，

Fig. 3為銅箔成長石墨烯之溫度-時間關係

圖，以及其必要的成長條件。首先，銅箔在

通以550 sccm之氬氫混合氣(9:1)的環境中，

從室溫逐漸升溫至1020℃，待溫度抵達時，

在同樣的環境下持溫60分鐘，讓銅箔表面在

氫氣的環境下可以將未被檸檬酸去除之氧

化物與有機分子去除乾淨，並讓銅箔晶格有

足夠的時間進行重組，排列成適合碳原子成

核之結構，之後將氬氫混合氣流量調整至 

55 sccm後，加入495 sccm之氬氣，並通以10 

分鐘1 sccm之少量甲烷碳源開始成長石墨

烯。由於銅的碳固溶度很差，屬於自限性成

長(Self-limit growth)，故通入的時間不需要

太長，最後，關閉碳源與加熱器，使腔體進

行自然降溫直至室溫方可取出石墨烯/銅箔

試片。 

 
Fig. 3 Flow chart of the controlled temperature 

versus time for graphene synthesi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used herein. 

 

根據製程溫度對轉移石墨烯影響的實

驗結果，可瞭解到石墨烯/銅薄膜之轉移製程

所需的製程溫度至少要在200 ℃以上，其所

產生之熱能才足以提供Pyrex玻璃內部之鹼

金屬氧化物進行解離，故採用200 ℃的製程

溫度，製程時間為20分鐘之固定條件，以工

作電壓0.6 kV、0.9 kV、1.2 kV及1.5 kV為參

數條件進行轉移實驗，希望藉由改變施加電

壓來探討其對轉移效果之影響。在此，電壓

參數不選用高於1.5 kV的原因，是因為若工

作電壓過高，很容易因為產生太大的電場而

造成短路跳電的情況，不僅無法順利完成轉

移，也容易造成玻璃試片的浪費及機台的受

損，故不考慮1.5 kV以上之電壓條件。Fig. 4

為在玻璃基板轉移區域以拉曼映射掃描

10×10μm2範圍之結果，其黑色的部份為有石

墨烯2D-band訊號之區域，由其掃描結果可

發現，石墨烯的轉移並非完整之轉移至Pyrex

玻璃目標基板，而是呈現零散分布的情況，

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銅薄膜與玻璃基板表

面的不平整所造成。 



 
Fig. 4 Raman mapping images of 2D peak in a 

10 × 10 μm2 transferred region on the glass 

surface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200 ℃ and 

various voltages: (a) 0.6 kV, (b) 0.9 kV, (c) 1.2 

kV, (d) 1.5 kV. 

 

本實驗首先使用AZ4620光阻，以轉速 

500 /4000 /500 rpm、時間5s /20s /5s之條件參

數，旋塗出厚度約為14 μm之光阻於二氧化

矽/矽基板上，利用UV曝光機以840 mJ/cm2

之曝光劑量，將圖案尺寸大小為 80 × 80 μm 
2的測試光罩圖形轉印於基板上，再經由

AZ-400k與水配比為1:4之顯影液進行顯 影

300秒，得到形成光阻圖案之二氧化矽/矽基

板。然後，以功率為300 W之直流/射頻磁控

濺鍍系統，於此預圖案化之基板上濺鍍一層

厚度5000 Å、純度為99.99%的銅薄膜，為了

避免銅與二氧化矽之接合性不佳，故會先在

二氧化矽上方濺鍍一層約200 Å厚之鉻金屬

做為黏著層，接著將其浸泡於丙酮(Acetone)

中，利用超音波震盪機在約45 ℃的液體溫度

下，以37 kHz之震95盪頻率震盪約2小時，

使光阻完全掀離，即可得到如Fig. 5的銅薄膜

方形圖案化之陣列。此一銅薄膜圖案化陣

列，利用化學氣相沉積系統進行石墨烯之成

長，但在成長製程後經拉曼光譜量測的結果

發現，圖案化結構上方並無石墨烯的生成，

並且於沒有銅薄膜存在的二氧化矽裸露區

域也量測到了碳訊號，這代表著在石墨烯成

長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碳源存在而導致生成

非晶碳膜。因此，本實驗將預圖案化之試片

在CVD爐直接進行成長，而不使用甲烷作為

碳源，但卻發現在試片表面仍有碳訊號的產

生，如Fig. 6所示。推測原因為光阻去除不完

全所致，造成殘留光阻中的碳原子在高溫環

境中產生裂解，進而生成過量的碳源而導致

生成非晶碳膜。未來研究將會針對此問題進

行改善，嘗試以反應性離子蝕刻(Reactive 

ions etching)系統等方法，將光阻去除的更為

乾淨，使後續的石墨烯成長順利完成，並進

行陽極接合轉印之試驗，以驗證此製程是否

可以完整地實行。 

 
Fig. 5 SEM image of the pre-patterned 

sputtered copper film. 

 

 
Fig. 6 Raman spectroscopy measurement of 

the pre-patterned sputtered copper surface 

after graphene growth with CH4 or none. 

 

4. 結論 

1. 本計畫成功地以陽極接合轉印技術，將



銅箔與濺鍍銅所成長出來的石墨烯轉

移至Pyrex玻璃目標基板上，並在整個轉

移製程中毋須使用到高分子聚合物黏

貼保護石墨烯即可完成轉印，此製程不

僅不需要去除殘留於石墨烯上的高分

子殘膠，也可控制銅蝕刻液的使用與

否，並可大幅地降低銅蝕刻液的使用。 

2. 本計畫以陽極接合轉印技術，將銅箔所

成長出來的石墨烯，以工作電壓為0.9 

kV，製程溫度在150 ℃，在不需使用銅

蝕刻液的情況下，成功地轉移石墨烯於

Pyrex玻璃目標基板上，並在10×10μm2

之範圍內，以拉曼映射與影像二值化分

析軟體進行分析，其轉移率約為 

64.7%。 

3. 本計畫以陽極接合轉印技術，將濺鍍銅

所成長出來的石墨烯，以工作電壓為 

0.6 kV，溫度場為300 ℃之製程溫度

下，成功地轉移銅薄膜/石墨烯於Pyrex 

玻璃目標基板上，並且搭配0.1 M少量之

銅蝕刻液蝕刻掉表層的銅薄膜後，可在 

10 × 10 μm2之範圍內，以拉曼映射與影

像二值化分析軟體進行分析，其轉移率

約為89.6%。 

4. 本計畫利用黃光微影、離子濺鍍與光阻

掀離製程，成功地在二氧化矽/矽基板

上，定義預成長石墨烯之區域，其定義

之方形陣列結構尺寸大小為80×80μ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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