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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於 PMMA/玻璃纖維布膜上製作非均質抗反射結構，利用樹脂表面物理結構之改變，增
進布膜之透光率。將利用氬氣電漿之蝕刻製作其結構，改變電漿功率（270、240、210w）
、加
工時間（30、24、18、12、6sec）
、處理距離（19、5.5cm）探討其反射率與穿透率之效益。本
實驗效果最佳加工參數為處理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10w、加工時間 30sec，其透光率提升約
2.3%。而效益最高者為處理距離 5.5cm、電漿功率 210w、加工時間 6sec，其透光率提升約 2%。
兩者加工時間差異甚鉅，而透光率提升相似，並且在電漿功率 210w 之條件下，各曲線近乎重
疊，故本實驗利用電漿蝕刻均勻性與其加工時間之關係進行解釋。針對其餘各種加工條件搭配
所產生之效果，闡述其可能性與原因，利用理論進行解釋以及比對評估其效益。
關鍵詞：布膜、非均質抗反射塗層、氬氣電漿、PMM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ry to made no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ve structure on the PMMA/glass-fiber. The
change of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resin surface, increase the film’s transmittance rate. Will use
the argon plasma’s etching to produce the structure, plasma power (270, 240, 210 w), time (30, 24, 18,
12, 6 sec), distance (19, 5.5 cm). Discuss the effects of reflectance and transmittance. In this study, the
best parameter of process is 5.5cm, 210w, 30sec, the transmittance rate increase about 2.3%. But
when the distance is 5.5cm, plasma power is 210w, time 6sec, has the highest consequent. The so
different processing time of two parameters, but the increasing of transmittance’s rate is similarly.
And when the plasma power is 210w, the curves almost overlap. So, in this study, try to use plasma’s
etching and processing time to explain. Describe the possibility and reasons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parameter’s effects, and use theory to explain and compare the effect.
Keywords：membrane, inhomogeneous anti-reflection, argon-plasma, P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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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直接在任何材質上進行此種結構之加工，不用再另
行貼合或塗佈抗反射塗層，才能達到抗反射效果。

「布膜」可定義為在織物上塗佈或貼合高分子

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製作技術可分為：蒸鍍

薄膜者。其相關產品於生活中應用屬相當廣泛，例：

(evaporation) 、 濺 鍍 (sputtering) 、 化 學 氣 相 沉 積

燈箱、帳篷、採光罩、戶外廣告布膜等。其中針對

(CVD)、相分離法(phase-Separated)、電漿蝕刻(Plasma

物性補強，屬建築用布膜者，則可特稱「膜結構」

etching)、奈米壓印、奈米粒子噴塗等[3-6]。

[1-2]。

蒸鍍之高溫並不適合高分子材料加工；濺鍍、

因美觀性、價值與產品終端特色等，燈箱、戶

化學氣相沉積的加工時間過長；奈米壓印的膜具耗

外廣告布膜、建築用布膜之類別，透光性為其主要

損快，導致製造成本過高，不適合紡織品的連續製

訴求之一。廣告用布膜進行上色後，則會因色彩之

程；相分離法需使用大量之溶劑，對環境之影響較

光吸收性使透光率大幅下降。膜結構因需要相當的

為嚴重；奈米粒子噴塗法則不易控制其均勻度與附

厚度，使之具有一定之機械強度，令安全係數上升。

著力[3-6]。

然而厚度增加，相對會使透光率下降。

故在此選用電漿蝕刻的方式製作抗反射塗層，

本實驗之主要應用對象為耐用性較高的戶外廣

因電漿加工屬於單純的能量處理，並無實質物體的

告用之玻璃纖維布膜。玻璃纖維布之耐候、耐光性

消耗，在生態意義（ecologically）[7-8]上是較為環保

皆無疑慮。在樹脂層之選用部分則為 PMMA。因

的加工處理方式。本實驗將在真空射頻電漿中通入

PMMA 具有有機玻璃之稱，透光度高、具有良好 UV

氬氣以蝕刻之方式，進行奈米結構化加工，故後續

吸收性、價格低、塗佈加工難度低之優點。雖氟系

研究也將朝向大氣電漿之方向進行。

高分子在耐用性方面之性能，遠高於 PMMA，但因
氟系高分子之布膜為本領域中技術層面最高者，其

2.理 論

樹脂表面能極低，塗佈不易；界面剝離強度問題難
以克服，台灣目前仍無良好且完備之加工技術；並

2-1 非均質抗反射塗層理論

考慮到產品整體之應用範圍與價格，故在此不考慮
非均質抗反射塗層之種類大致可分為：

使用氟系高分子為布膜之樹脂。

(1) 次波長結構（圖 1）

本研究將使用抗反射結構技術，使布膜之透光
率上升。在布膜之 PMMA 樹脂層表面，以氬氣電漿

(2) 表面奈米結構（圖 2）

蝕刻行奈米結構化加工，使結構尺寸遠小於可見光

(3) 奈米孔洞薄膜（圖 3）
此三種非均質抗反射結構，僅在結構度與效益

波長，促使反射率下降，間接增加透光率[3]。

上具有些許不同，但其運作原理皆為：

抗反射結構技術目前已廣為使用在光學透鏡、
太陽能板、螢幕、面板等領域。其種類可分為均質
抗反射塗層與非均質抗反射塗層。由於均質抗反射
塗層對於區域波段之抗反射效益不佳。若需要針對
整個可見光波段進行抗反射加工，則需製作多層均
質抗反射塗層，亦或非均質膜狀抗反射塗層[4]。
多層均質抗反射塗層雖然具有區域波段抗反射
之效應，但因各塗層之材料折射率，理論上需選擇
前後兩種材料之折射率，相乘後開根號之數值為
佳，故選材上較為不易[4]。以及各層材料間的介面
性質容易產生問題，本研究將採用非均質抗反射塗
層結構之方式進行加工。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優
點，除了能夠在區域波段上具有良好的抗反射效益

圖 1 次波長結構 SEM 分析圖[6]

外，其厚度也較多層均質抗反射塗層來的薄，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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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周期性（均勻性）越高，則光的畸變就
越輕微，穿透率也越高[3-4]。
(3) 金字塔捕捉效應
抗反射塗層之表面結構，如類似錐形（亦即
金字塔狀），可利用其特殊結構捕捉抗反射
塗層與基材介面所反射之光（圖 4），促使透
光率上升若此金字塔結構之 L/D 值越高，其
捕捉散射光與介面反射光之效益越佳[9]。

圖 2 表面奈米結構 SEM 分析圖[3]

圖 4 金字塔結構效應示意圖
2-2 電漿原理
電漿系統中電子因高能量場而加速，電子的動
能隨之增加，此一具有高動能之電子稱為「高能電
子」。當高能電子在移動過程中與氣體分子發生碰
撞，同時能發生能量轉移。此能量若足夠，便可將
氣體分子激發、解離、或游離成為介穩態分子、自

圖 3 奈米孔洞薄膜 AFM 分析圖[5]

由基、或離子等具高活性的粒子；而以上這幾種狀

(1) 等效介質理論

態同時存在時則稱為電漿態。並且氣體中帶電質點

在分子結構中，單一物質之結晶區密度相對

的密度高到足以產生明顯的交互作用，而這些交互

上較其他區域大。而當物體之折射率越大

作用強到使得帶電質點表現出流體的行為。然而若

時，光入射在介面產生之反射則越多。等效

應用電漿態粒子所產生的強烈碰撞現象，則可進行

介質理論是當一個物質的體積越小，相對其

本實驗中，所需要的蝕刻行為[9]。

結晶區域可能越小或越不易結晶，折射率也

3.實 驗

越低。若一物體之表面有細小突起，從該細
小結構到本體結構的連續剖面中，折射率由

3-1 實驗材料

小到大呈梯度漸變。其各折射率下之反射光
積分後，反射總量將小於未呈梯度漸變者，

(1) 玻 璃 纖 維 布 ：

故有降低反射率之效果[3-4]。

布重 210g/m2，長纖 E 玻，台玻

(2) 次波長繞射效應
當抗反射塗層之表面凸起結構，遠小於可見

(2) 水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固成分 50%，盈科

光波長（400~700nm）時，則入射光會產生繞

(3) 氬氣：純度 99.0%，啟昌

射效應，並部分畸變穿過其結構。然而當結

(4) 樹脂增稠劑：盈科

構之尺度越小於可見光波長（一半以下），
3-2 實驗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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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漿處理器：Nano-UHP，Diener

3-4-2 塗佈加工

(2)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SM-6335F，JEOL
將玻璃纖維布以 20×35cm 之規格沿經向剪裁。

(3) 紫外光-可見光-紅外光分光分析儀：再現性

塗佈刀先以丙酮擦拭乾淨，確保無殘膠以致影響塗

0.01%，Lambda 950，Perkin Elmer

佈結果。再於塗佈機上放置 20×40×0.3cm 之玻璃板

(4) 可 調 速 自 動 塗 佈 機 ： Automatic Film

（需確保無殘膠或凹凸起浮），將基布放置其上，

Applicator- 1137，Sheen
(5) 刀型塗佈器：Elcometer 3570，Elcometer

將其整平並以膠帶固定前後。塗佈刀之狹縫高度設

(6) 轉子式黏度計：DV - II+ Pro，Brookfield

定在 230μm，放置於基布前端，將增稠完成之 PMMA

(7) 熱風循環式烘箱：ED，Binder

倒滿液槽（約 40mL），靜置約 5 秒（讓底部氣泡上
浮，以確保塗佈均勻度）後以 50mm/sec 之速度塗佈。

3-3 實驗流程

靜置 30 秒，待其表面些微乾燥，以免布樣移動到烘
箱時，產生過多形變，並同時回收多於樹脂。而後
4000 ± 200 cP

PMMA增稠

連同玻璃板緩慢將基布移至烘箱，以 110℃烘乾 180

(轉子號碼:S62 RPM:6.0%)

秒（其間清洗塗佈刀，並使其保持乾燥），取出後
樹脂塗佈於玻纖布上

於烘箱內乾燥

塗布狹縫：230µm
塗佈速度：100mm/s
乾膜厚度：30~90µm

放置 2 分鐘待其散熱，使樹脂定型。剪去頭尾、兩
側各約 0.5cm 之邊界，並在光源下以 45°觀察，若呈
現大片不正常光澤，則為塗佈不均勻，該樣本不予

110˚C，180 sec

使用。（後續分光分析檢測，其樣本大小只需
氬氣電漿蝕刻

高溫焙烘形成架

2.5×5cm，若不均勻處範圍小，可避開進行剪裁。）

距離：19、5.5(cm)
功率：270、240、210 (W)
時間：6、12、18、24、30(sec)

3-4-3 電漿處理

150˚C，60 sec

先將基板以丙酮擦拭正反面後放入電漿處理

橋

器，預電漿處理 3 分鐘。完成後將剪裁至 2.5×5cm

結果分析

之布膜原樣以膠帶固定於基板（須確保平整，每次
處理加工時，需放置於基板上相同之位置），基板

3-4 實驗布驟與條件

放入腔體，調整高度至 19 或 5.5cm 並抽真空，完成
後通入氬氣至指定壓力，設定電漿功率分別為

3-4-1 PMMA 樹脂增稠

270w、240w、210w，處理時間 6、12、18、24、30
於 100mL 之 燒 杯 內 到 入 約 20~30mL 的

秒。完成後取出樣本，並注意不要觸摸到樣本表面

PMMA，以藥匙取 3g 左右之增稠劑，與燒杯內之

或凹折樣本。並放置 7 天以上，待暫時性官能基消

PMMA 充分攪拌（因添加過量增稠劑，黏度上升極

散後才可進行分光分析。

快，故手動攪拌即可）。得到極高黏度之 PMMA，
3-4-4 分光分析

在取一 100mL 之燒杯，以稀釋法調配，其步驟為：
先加入約 40mL 之高黏度 PMMA 與 40mL 之未增稠

分光分析儀之分析孔大小約為 0.5×2cm，故試

PMMA，以 700RPM 攪拌 5 分鐘，在以藥匙將樹脂

樣大小為 2.5×5cm 即可，並以經樹脂塗佈面者為測

液由下往上撈起再以八字攪拌數次。轉子式黏度計

試面。分光分析波段為 350~800nm，並 5nm 記錄一

選擇 S62 轉子，6.0%之 RPM 測試黏度，並重複上述

次數據。光源入射角度與樣本垂直，再現性 0.01%。

步驟，直到 PMMA 樹脂液黏度為 4000 ± 200 cP，以

相同條件之樣本至做兩塊，並測試兩次，數據曲線

封口膜與鋁箔紙密封後靜置 1~3 天使其脫泡（放置

經比對後若差異性低，即採用最低者為探討數據；

時間不宜過久，因為水性 PMMA，若封口不完全易

若其中一條曲線異常，則額外製作一樣本並測試兩

潮解），即完成本實驗之塗佈用樹酯。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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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 果 與 討 論
4-1 PMMA 塗層外觀 SEM 分析
塗佈加工與 SEM 外觀分析為本研究之預實驗
部分，共測量三塊以上述條件製作之玻纖布膜。經
多次嘗試後發現，此實驗條件得到之數據穩定，故
以此為條件為基準，以至有足夠之穩定性，利於後
續主要實驗項目，抗反射結構加工效益之探討。
由圖 5 可見，樣本之經、緯浮點上 PMMA 樹
圖 7 PMMA 塗佈玻纖布之緯浮點截面 SEM

脂層，其最頂端處在相同之水平面下，表示雖樹脂
層之厚度會隨織物經、緯浮點而改變，但其上之整
體後度相同。唯經緯交錯處，為最厚者。圖 6 為此
截面下，經浮點之放大圖。可由線段量測得知，樹
脂層厚度約 30~50µm。圖 7 為緯浮點之放大圖，樹
脂層之厚度約 45~75µm。圖 8 可得知，樹脂層之氣
泡點相當少，並且細小。塗層無明顯之剝離或缺陷，
並各點差異性低。
2
經塗佈後之布重為 298g/m（基布為
210g/m2）
，

布厚為 242.597μm，標準差為 7.464。
圖 8 PMMA 塗佈玻纖布之表面 SEM
4-2 氬氣電漿距離 19cm，不同功率與處理時間之反
射率與穿透率分析
4-2-1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不同處理時
間下之數據分析
圖 9、10 為以氬氣電漿 270w，經 6、12、18、
24、30sec 處理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圖。此五組加
圖 5 PMMA 塗佈玻纖布之截面 SEM

工時間之曲線與原樣曲線比較，反射率與穿透率皆
有些微下降。
在此實驗條件下，效益最差，即與原樣數據最
接近者，分別為 270w，6sec 與 270w，30sec。故在
此提出一假設，因 270w，6sec 之加工時間過短，其
能量不足以造成理想之蝕刻結構，使布膜表面抗反
射效益不佳。270w，30sec 之加工時間，屬實驗設計
之數據中另一極端條件組，但其反射率與穿透率卻
雷同於 270w，6sec。在先前之文獻中得知[3]，非均
質抗反射結構需遠小於可見光波長之大小，方具有
良好之效益。若因電漿時間與功率搭配不理想，其

圖 6 PMMA 塗佈玻纖布之經浮點截面 SEM

蝕刻能量過強，表面結構之破壞過於劇烈，使結構
尺寸大於可見光波長，亦或是介於其波長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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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不具抗反射之效益。故在此假設 270w，30sec

30sec 之效益，已不同於 270w，30sec 屬第二不佳者。

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是因上述之因素，而導致效益不

因在相對較長之處理時間 30sec 中，若降低電漿功率

佳。

（270w 至 240w），則可能使過度劇烈的蝕刻破壞減
在本組之實驗條件中，效益最佳者為 270w，

緩，令表面結構相較下趨於理想。故在以此假設解

18sec，穿透率約上升 1%。故可初步觀察出，加工時

釋後，可初步認為布膜之表面蝕刻結構，對電漿功

間與抗反射效益，其數據將有峰值之產生，實屬一

率之變化相當敏感。

非線性關係。

240w，18sec 透光率上升約 1.7%，較 270w 最
佳處理時間 18sec 之效益優良。

圖 9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 之反射率曲
線

圖 11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 之反射率曲線

圖 10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 之穿透率曲
線

圖 12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 之穿透率曲
線

4-2-2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40w，不同處理時

4-2-3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不同處理時

間下之數據分析

間下之數據分析

經圖 11、12 之數據曲線可得知，氬氣電漿

經圖 13、14 觀察氬氣電漿 210w，各處理時間

240w，6sec 也屬此組數據中效益最差者，並相較於

下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其中 210w，6sec 之效益

270w，6sec 之反射率、穿透率更接近於原樣。在相

仍屬最差者，並相較於 270w、240w，6sec 之反射率

同處理時間 6sec 下，降低電漿功率（270w 至 240w）

與穿透率更接近於原樣。
在本組數據中，值得一提的是 30、24、18sec

勢必會使其蝕刻效益更不理想，故在此也使用相同

此三組處理時間之數據曲線非常接近，且幾乎重

於 270w，6sec 之假設解釋。

疊。造成此現象之可能原因則假設為 210w，30、24、

在電漿功率 240w 之實驗條件中，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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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ec 之表面蝕刻結構極其相似，僅因電漿時間的增
加，使此相同表面結構向下平移之原故。並此相似
之蝕刻結構，勢必屬於非理想之非均質抗反射結構。
本研究假設，當射出極板與樣本間距離為 19cm
時，對於電漿功率 210w 屬於一過長之距離。而當射
頻由極板產生時，其能量極有可能因行徑距離增加
而衰減，甚至使腔體內電漿態之氬氣產生大量紊
流，無法保持一定之均勻性而觸及至樣本。此較弱
且不規則的能量或電漿態氣體，則較難蝕刻出具有
良好 L/D 比與規則性之表面結構，故使抗反射效益

圖 15 電漿處理器腔體內壁之蝕刻現象

降低。
4-3 氬氣電漿距離 5.5cm，不同功率與處理時間之反

圖 15 為電漿處理器之腔體內壁，可發現有一相

射率與穿透率分析

似於彩虹之色階產生，此色階為電漿處理器經一段
時間之使用後，對腔體內壁產生蝕刻所造成之結

4-3-1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不同處理時

果。若電漿功率之能量並不會隨距離衰減，則不可

間下之數據分析

能產生此具有色階現象之蝕刻結構，故以此證明前
段之假設。

圖 16 、 17 為 氬 氣 電 漿 極 板 與 樣 本 間 距 離
5.5cm，功率 270w 之反射率與穿透率曲線。可發現
在此距離下，270w，30sec、24sec 反射率與穿透率
皆不如原樣。與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70w，相
同處理時間 30sec、24sec 之數據比較，可發現距離
19cm 之曲線已相當接近於原樣（略高）。在相同處
理功率與時間下，極板與樣本間距離縮短時，勢必
會降低因距離而導致能量衰減之可能，樣本表面所
受到之蝕刻現象定較為劇烈。並在 19cm，270w，
30sec、24sec 之處理條件中，其效益不佳之原因，本
研究皆以處理時間過長，導致表面蝕刻程度太劇

圖 13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 之反射率曲
線

烈，另其無法維持理想的奈米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
觀點進行假設。故整合以上之理論與假設，即可解
釋電漿距離 5.5cm，270w，30sec、24sec 曲線低於原
樣之現象。
電漿距離 5.5cm，270w，12sec 之穿透率約上升
0.7%，相較於距離 19cm，270w，18sec 之最佳參數，
其穿透率之提升較低（約 1%）。若電漿極板距離較
遠時，在此電漿功率與處理時間之參數下，得到較
好之效果，當距離縮短時，因其蝕刻程度上升，即
有可能造成過度蝕刻，使效果下降；若在較遠距離
下之處理效果較差，則有可能使效果上升。圖 16、
17 與 9、10 比較，可觀察出上述現象，故可間接證
實在 4-2 中所提出之部分假設。

圖 14 氬氣電漿距離 19cm，功率 210w 之穿透率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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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原樣之因素，本實驗則如以下推論。經實驗可得
知，電漿處理對於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效益，並非
屬於線性關係，而當一蝕刻結構不理想，即蝕刻程
度過大，均勻度不佳，各結構起伏之距離過遠（週
期性過大），皆有可能影響其抗反射效益。而經
270w、240w，24sec 之處理，其蝕刻結構無法理想
的捕捉光線，並呈現之反射與穿透率恰與原樣相
似，而具有此現象產生。

圖 16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 之反射率曲
線

圖 18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 之反射率曲
線

圖 17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70w 之穿透率曲
線
4-3-2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不同處理時
間下之數據分析
圖 18、19 為氬氣電漿 5.5cm，240w 之反射率
與穿透率曲線圖。可發現經 240w，30 sec 處理之數
據其效益不如原樣，但在電漿距離 19cm 之相同處理
功率與時間之數據中，其穿透率卻略高於原樣。並

圖 19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40w 之穿透率曲
線

在故 5.5cm，240w 之數據中，穿透率上升最多者為
18、12、6 sec，上升程度約 0.5%，效益低於電漿距

4-3-3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不同處理時

離 19cm，240w，18 sec 許多。這些現象與上一節

間下之數據分析

（4-3-1）非常相似，故本實驗則以相同之理論假設
解釋。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其各組處理

5.5 cm，240w，24sec 之穿透率與 5.5 cm，270w，

時間對應之反射率與穿透率，分別為圖 20、21。經

24sec 之穿透率接近乎與原樣重疊。經過此條件處理

觀察可發現，其反射率與穿透率皆較距離 19cm，功

之樣本，其表面不可能沒有蝕刻結構之產生，並且

率 210w 之數據曲線來的優異。其原因亦可用 4-3-1

經 30sec 處理之樣本，效益已不如原樣，亦即蝕刻可

所提到之理論觀點解釋。距離 5.5cm，功率 210w，

能過於劇烈。而此兩組數據之穿透率曲線，非常接

30、24、18 sec 之穿透率約提升 2.3%，屬本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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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效益最佳者。
進 一 步 觀 察 圖 22 之 穿 透 率 曲 線 ， 可 發 現
19cm，210w，6sec 之效益最高。與同為氬氣電漿 5.5cm
之其他功率下，加工時間 6sec 數據比較，可發現
210w，6sec 之穿透率其效益提升過為優異。但經本
研究多次測試，並又針對該組布樣之原樣進行檢測
後，排除樣本加工差異上的問題。然而在此提出以
下假設解釋之，電漿功率之大小，勢必會影響電漿
態氣體活躍程度，而活躍程度越高，造成之蝕刻效
果亦可能越劇烈，功率較低之電漿進行加工，其結
構尺度亦有可能越趨理想，但此理論仍不足以解釋

圖 20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 之反射率曲
線

此現象。故在此需補充另一之觀點，電漿態氣體活
躍度越高，其各離子、分子、自由基之移動範圍則
可能越大，移動速度越快，越劇烈且不規則，相較
下過度活躍之電漿態氣體，對樹脂蝕刻時，結構均
勻度亦有可能下降。經文獻得知[3-4]，若非均質抗
反射結構之週期性越佳，其效益則越高。故在短時
間處理，即蝕刻出相較理想之結構，以至提升效率
最佳。
可觀察 12、18、24、30sec 之穿透率皆非常相
似，其可能產生相似蝕刻結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
而向下平移之現象，並且提升幅度與 6sec 差異不
大。此現象本實驗在 4-2-3 中，以電漿能量衰減與紊

圖 21 氬氣電漿距離 5.5cm，功率 210w 之穿透率曲
線

流之觀點進行解釋。但縮短電漿距離，勢必能有效
的減少能量衰減與紊流產生之可能，而解決此問

5.結 論

題，故同一理論並不適用於此部分，亦有可能為先
前假設之錯誤。但在觀察 5.5cm 其他數據之穿透率，

(1) 19cm，270w、240w，6sec 與 270w、240w，

可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數據，皆有產生此相似蝕刻結

30sec 反射率與穿透率皆非常接近原樣。造成

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而向下平移之現象。綜合分

前者現象之因素，推論為因電漿能量不足造

析可歸納出造成此現象之原因，是受電漿功率影

成理想之蝕刻結構，使布膜表面抗反射效益

響。並利用 4-3-3 上一段提出之理論假設解釋此現

不佳。後者則推論為，因非均質抗反射之結

象，當電漿功率下降，其蝕刻強度減弱，但穩定性

構需遠小於可見光波長，方具有良好之效

（電漿態氣體之活躍度造成）增加，則有可能造成

益。若因電漿時間與功率搭配不理想，使表

蝕刻強度適中（電漿功率較低），但均勻度良好之

面破壞過於劇烈，將不具抗反射之效益。

現象。此狀態緩慢且穩定蝕刻，隨時間增加均勻破

(2) 因在相同處理功率與時間下，極板與樣本間

壞樹脂，產生相似蝕刻結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向

距離縮短，勢必會降低能量衰減之可能，樣

下平移之現象。

本受到之蝕刻定較為劇烈。所以縮短電漿距
離至 5.5cm 時，270、240w 之條件中，有許
多數據之效益，將不如原距離（19cm）優異。
(3) 5.5 cm，270w、240 w，24sec 之穿透率近乎
與原樣重疊。經電漿處理之樣本，其表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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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沒有蝕刻結構產生，並經更長時間處理

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研究所碩

之樣本，效益已不如原樣。則利用以下推論

士論文，桃園縣，台灣，1，4-6，12，14-42 (2007)

與假設解釋之，電漿處理對於非均質抗反射

4 涂正中、周長彬，金屬奈米陣列結構於塑膠基

結構之效益，並非屬於線性關係，若表面之

材上光學性質研究，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

破壞過於嚴重，而蝕刻結構無法理想的捕捉

所碩士論文，新竹市，台灣 (2008)

光線，其呈現之反射與穿透率恰與原樣相

5 Stefan Walheim、Erik Schaffer、Jurgen MLynek and

似，而具有此現象產生。

Ullrich Steiner, Nanophase- Separated Polymer Films

(4) 5.5cm，210w，30sec 條件下之透光率，提升

as

約 2.3%，為效果最佳者 5.5cm，210w，6sec

High-

Performance

Antireflection

Coatings,

SCIENCE. 283,520-522 (1999)

之加工時間與其穿透率提升約 2%，屬效益最

6 Y. Zhaoning,et al, Fabrication of large area

高者。因電漿功率之大小，勢必影響電漿態

subwavelength antireflection structures on Si

氣體的活躍程度，而其活躍程度越高，造成

using rilayer resist nanoimprint lithography and

之蝕刻效果亦可能越劇烈。並且其離子、分

liftoff, J.Vac.Sci. Technol, 2874–2877 (2003)

子、自由基之移動範圍亦可能越大且越不規

7 Cauto E, Tan H, Demarquette N, Caraschi JC and

則，當其對樹脂蝕刻時，結構均勻度將下降。

Leao A, Oxygen plasma treatment of sisal fibres

而非均質抗反射結構之週期性將會影響其效

and polypropylene: Effects on mechanical

益，反之活躍度若較低，則其蝕刻均勻度較

properties of composites, Polym Eng Sci, 40,

佳，效益較優良。而在此條件下，經短時間

790-797(2002)

處理（6sec），即蝕刻出相較理想之結構，以

8 Prabaharan M and Carneiro N, Effect of

至於提升效益最佳。

low-temperature plasma on cotton fabric and its

(5) 19cm，210w，30、24、18sec 與 5.5cm，210w，

application to bleaching and dying, Indian J Fibre

12、18、24、30sec 之穿透率皆有重疊之現象，

Text , 30, 68-75(2005)

其可能是因產生相似蝕刻結構，僅隨處理時

9 胡方、徐德耀，淺談各種太陽能板之抗反射層，

間增加而向下平移之現象。造成此變化之原

高雄市，台灣

因，極有可能是受電漿功率之影響。當電漿

10 歐字軒、鄭茂川，懸吊式膜結構行為分析與技

功率下降，其蝕刻強度減弱，但穩定性增加，

術應用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

則有可能使蝕刻程度適中，但各點之蝕刻均

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市，台灣(2003)

勻度良好。此狀態緩慢且穩定之蝕刻現象，

11 林中群，流體特性與均勻塗佈之間的關係，資

隨時間增加均勻的破壞樹脂，而產生相似之

商貿易有限公司，台北市，台灣

蝕刻結構，僅因處理時間增加而向下平移之

12 劉大佼，塗布加工技術，科學發展，第 418 期，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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