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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要内容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缩写词第一次出现时请用全称；不要出现公式、图表和

参考文献序号。针对金属层间介质以及 MEMS 等对氧化硅薄膜的需求，采用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

相淀积(PECVD)技术，以 SiH4和 N2O 为反应气体，低温制备了 SiO2薄膜。利用椭偏仪、应力测

试系统对 SiO2薄膜的厚度、折射率、均匀性以及应力等性能指标进行了测试，探讨了射频功率、

反应腔室压力、气体流量比等关键工艺参数对 SiO2薄膜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SiO2薄膜的折射

率主要由 N2O/SiH4的流量比决定，而薄膜均匀性主要受电极间距以及反应腔室压力的影响。通过

优化工艺参数，低温 260℃下制备了折射率为 1.45~1.52（中文环境下，用波浪线表示数字范围），均匀

性为±0.64%，应力在 −350~−16 MPa（量、单位和符号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不可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数

字与单位之间空一格）可控的 SiO2薄膜。采用该方法制备的 SiO2薄膜均匀性好，结构致密，沉积速

率快，沉积温度低，且应力可控，可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以及 MEMS 器件中。

关键词：二氧化钛纳米颗粒；聚丙烯酰胺凝胶法；羟基自由基；光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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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被检索到的可能性；以 3~8个为宜，用分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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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demand of inter-metal dielectric (IMD) 缩写词第一次出现时请用全称（并将缩写写

在全称后面的括号中） layers and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MEMS), silicon dioxide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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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ed by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PECVD) at low temperature with silane (SiH4)
and nitrous oxide (N2O) as precursor gases was reported. The ellipsometer and stress measurement
system were used to test the thickness, refractive index, uniformity and the stress of SiO2 film, and the
effects of ratio frequency (RF) power, chamber pressure and N2O/SiH4 flow ratio on the properties of
SiO2 film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fractive index of SiO2 film was mainly determined
by N2O/SiH4 flow ratio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 film was influenced by the distance between electrodes
and the chamber pressure. Moreover, by optimizing the process parameters, the SiO2 films were
deposited at 260 ℃, with the refractive index measured as 1.45—1.52（英文环境下，数字区间用长划线表

示）, the uniformity of ±0.64%, and the stress was efficiently controlled between −350 MPa to −16 MPa.
The deposited SiO2 films have good uniformity, compact structure, high deposition rate, low deposition
temperature and controllable stress, which will be widely used in integrated circuit (IC) and MEMS
devices.
Keywords: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polyacrylamide gel route; hydroxyl radical; photocatalytic
activity（英文关键词用名词形式，不要用缩写；除专有名词外，一律小写。）

以下是双栏排

前言不编号 前言中应简明扼要地介绍直接相关的领域内国内外研究现状，并针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或空白，

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主要内容。引言最后对本文工作的介绍不要与摘要和结论在文字表达上重复。引言中最

好不包含图表和公式，不应详述同行熟知的基本理论。

矢量水听器由于能够提供声场的矢量信息而成为当前国内外换能器领域研究的热点，Leslie
等[1]将水听器安装在刚性的球形壳体中来测量水质点的振速，证实了水听器在低频段有较好的指

向性。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 Fan 等 [2]通过模仿鱼类侧线器官的工作原理，研制出了微流量传

感器。波恩大学的 Izadi 等[3]受鱼类侧线原理的启发，研究了纤毛式仿生微传感器。国内主要以哈

尔滨工程大学、612 厂、715 所、声学所等单位为主积极进行矢量水听器技术研究，进行了大量

湖海试，并初步实现了工程应用[4-6]。(参考文献在文内以上角标形式、按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文后

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应与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相同。参考文献在前言标注之后，如果在正文中参考，也必须再

次标注，编号是同一个。)但由于当前矢量水听器主要是同振式的，应用起来不太方便，且都是采用

多个加速度计组合的方式实现空间声信号的探测，大大增加了矢量水听器的体积，且组合结构基

准面的选择、对称性和浮力平衡的精度问题也将直接影响着水听器的指向性能[7-8]。

薛晨阳等人[9-11]于 2008 年提出了一种 MEMS 仿生矢量水听器，将 MEMS 技术与仿生学引入

到传统的水声换能器领域，实现了矢量水听器的小型化，且可刚性安装，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关

注。然而，该水听器的接收灵敏度偏低（灵敏度为−197.7 dB），且幅频响应波动较大。为此，本

文改善了纤毛材料及纤毛与四梁微结构二次集成的问题，并设计了一种“半油半酯” 的新型封装结

构，旨在通过封装改进提高水听器的灵敏度和改善其频响曲线。

1 驱动原理（层次标题控制在 3 级之内，避免使用 4 级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1”，“1.1”，
“1.1.1”。）

本文利用 ANSYS 软件对水听器结构进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纤毛的材料分别选用钢、塑料

和光纤，材料属性如表 1 所示，建立的模型如图 1 所示。（正文中必须有与图/表呼应的文字出现在图/
表的前面，且叙述应与图、表结果相符）沿 Y轴负半轴方向加载 1 Pa 的载荷进行静态分析，得到不同

材料纤毛的应力曲线。

表 1 三种纤毛材料属性表名应中英文对应，与正文之间空一行

Tab.1 Propertie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materials of c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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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题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表注、表内文字均用中文。纵表头为自变量，横表头为因变量，即表

中项目和该项目对应的数值应上下排列。

纤毛材料
密度/

（kg·m-3）
泊松系数 弹性模量/Pa

光纤 2.32×103 0.17 7.4×1010

塑料 1.18×103 0.40 4.0×109

钢 7.85×103 0.28 2.1×1011

图 1 矢量水听器结构有限元模型图名应中英文对应，与正文之间空一行

Fig.1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hydrophone structure

（图和表应在提到该图或该表的文字下方出现，不提前也不延后。英文题名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

写。图中说明文字用中文。流程图、设备图要合理、简洁，不列与正文无关的内容。图片占单栏还是双栏要以

图中结构和文字易辨识为准）

在压电晶体表面加载交流电压会产生交变电磁场，由于应力场和电磁场的耦合作用，表面一

定深度内的质点会做椭圆形的周期性运动形成声表面波，声表面波沿压电衬底表面传播。依据上

述模型，由参考文献[12-13]可得，声波经过水-聚氨酯-油三层介质的透声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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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水-聚氨酯两层介质的声波透声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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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2 3, ,Z Z Z Z1Z2Z3 分别为海水、聚胺酯及油的特性阻抗；K2为声波在聚胺酯中传播的波数；

L为聚胺酯层的厚度。

（请用Word自带公式编辑器或Equation排版，不要做成图片形式。公式依出现的顺序编号。

公式中出现的变量应在公式前后逐一解释其含义。

变量及其上下标的正斜体的确定方法：变量（如物理量符号、坐标轴符号和表示变动性数字的符号）用斜体，

英文缩写字母用正体；矩阵、向量、矢量和张量用黑斜体。

尽量用单个字母作变量，避免使用英文组合字符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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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中同一字母只能表示一个变量；同一变量的字母大小写要统一。）

2 实 验 (对实验设备、过程和条件的介绍应全面)

2.1 压电衬底材料选择的特殊性

本实验中器件在压电衬底材料的选择时必须考虑到以下 3 个因素。

1）机电耦合系数 Ks

Ks为表示压电晶体的电能与机械能之间转换效率的物理量，反映了换能器的效率。为了最大

限度地降低制造高频功率器件的难度，必须采用耦合系数较大的材料。

2）晶体的周期性场条件

从固体物理学的观点看，声波在晶体内传播的过程中，任何晶体的缺陷和损伤都会引起周期

性场条件的破坏，从而严重影响波的稳态传播。

3）微细加工的可行性

考虑到所加工的器件的特性，材料必须可以用 MEMS 技术进行微细加工。

2.2 器件制造

图 2 给出了在低频子图像中应用本文算法提取目标的实验结果。图 2(a)和(c)是大小分别为

256 256 的两幅 SAR 图像，图 2(b)和(d)是应用本文算法提取出的目标，从提取的结果看，本文

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把所有的目标都提取出来了。

(a) 原始图像 1 (b) 图像 1 目标提取结果

(c) 原始图像 2 (d) 图像 2 目标提取结果

图 2 SAR图像目标提取

Fig.2 Object extraction of SAR images
每个分图应有单独的题名，分别放在各分图下方，总题名应能够概括所有分图的意思。，不必有英文分图名。

照片图要求图像清晰，层次分明，反差适中，电子显微镜和电镜照片应标明照片实际放大倍数或长度标尺。照

片精度尽量保证在 300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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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驱动系统搭建

驱动系统由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和 28 V 直流电源构成。其中，28V 直流电源给功率放大

器提供直流工作电源，调节信号发生器使其发生频率符合谐振频率（约为 9.6 MHz），从而实现液

滴的驱动。随着煅烧温度的进一步升高，更多锐钛矿相转变为金红石相，使其失去最佳比例，导

致光催化性能下降，同时粒径增大对光催化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单相锐

钛矿型 TiO2的光催化性能优于单相金红石型 TiO2。当产物完全转变为纯相金红石型 TiO2时，其

光催化效率要低于纯相锐钛矿型 TiO2。

3 结果（和讨论）结果和讨论宜分章进行。结果后面可以有对实验获得图表的分析，而讨论单独一章用

来进一步探讨现象的产生根源，对结果进行理论提升。

3.1 驱动模型

对于直径一定的半球形液滴， i iexp2(- - ) d   
V

k x k z V 是定值，与液滴相对于声表面波波源的位

置无关。由于本实验中液滴的移动范围较小（0~14 mm），在此范围内声表面波的衰减可以忽略不

计， 则 SAWF 与液滴相对于声表面波波源的位置无关，且对于直径一定的半球形液滴为定值。

在液滴移动过程中，可以认为衬底对液滴的阻滞力 f 只与液滴的接触面积有关[8]，则对于直径

一定的半球形水滴而言， f 也为定值。忽略液滴在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质量损耗，则 m也为定值。

综上所述，根据式（7），液滴的运动为恒加速运动，且其初速度为 0。
3.2 实验结果

压电石英并联电容前后的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最后由压电石英力传感器的标定过程得

到，无并联电容的灵敏度值为 SQ=4.00 pC/N，并联 0.1 F 电容的灵敏度值 QS =4.07 pC/N，灵敏度

提高了 1.75%.

图 3 压电石英并联电容前后差异

Fig.2 Difference of piezoelectric quartz with/without parallel capacitor

坐标图一律采用封闭图，刻度线朝向图内侧，去掉无数字对应的刻度线，不用背景网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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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有多条曲线时，图例应采用易区分的标识。避免采用粗细线之别；尤其要避免用灰度差来表示区别，因为

在计算机中彩色能够进行区分，而打印或印刷后是黑白灰度差，无法很好区分。

图尽量能在原文件中做，即不要将图存成 TIF、GPJ、BMP的图片格式拷贝到文档中。

横、纵坐标轴必须注明量和单位。组合单位用指数形式，如应该用 J·kg-1 ，而不用 J/kg形式

对得到的实验图像处理，得到位移-时间关系如图 3 所示 ，计算得到加速度 a的值为 0.138
2mm /s。图中还给出了理论的位移-时间曲线以进行比较。

实际的运动情况如下：在 0~6 s 的时间范围内，液滴的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这与理论情

况较为吻合；而在 6~10 s 的时间内，液滴明显是加速度变大的变加速运动，与理论情况相差较大。

4 结 语

本文中的实验采用了铝材料作为叉指电极对制造了基于 SAW 的液滴驱动器并实现了液滴的

驱动，构造了液滴的运动模型。得到的驱动数据表明，在液滴损耗较小的情况下与理论情况基本

吻合而在较大的情况下液滴的运动与理论情况差距较大。提出了通过在衬底两次沉积疏水涂层形

成导轨网络和调制激励信号的方式来实现二维数字微流体驱动检测技术。这种技术在生化检测方

面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下一步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导轨制造和生化检测端口的接入方面。

（结论力求鲜明、精确，可引用一些关键的数据，但不宜太多，不要含图、表和参考文献。不要照搬引言和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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