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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溶胶–凝胶法以提拉的方式在普通玻璃基底上制备出ZnO:Al(AZO)薄膜。通过X射线衍射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方块电阻测试仪、霍尔效应测试仪、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研究了薄膜物相、微观结构、光电性能；分析了不同
热处理方式对于薄膜光电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经 10 次提拉所制备薄膜可见光透过率 85%左右。热处理工艺的选择对于
提升AZO薄膜的电学性能至关重要，相比于空气气氛和真空下的热处理，采用具有还原性的 5% H 2 和 95% N 2 气氛热处理得
到了具有最好电学性能的AZO薄膜。在 550 ℃还原气氛下保温 60 min得到薄膜方块电阻约为 300 Ω/□，电阻率约为 3.3×
10–3 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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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eat Treatment on Electro-optical Properties of Al Doped ZnO Thin Films
prepared by Sol–Gel Method
PENG Shou, JIN Liangmao, WANG Yun, TANG Yong-Kang, GAN Zhi-Ping, WANG Dong, SHI Li-Fen, SHAN Chuan-L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Float Glass, Bengbu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Glass Industry, Bengbu
233000, Anhu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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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inum doped zinc oxide (AZO) films were prepared on a glass substrate by a sol–gel dip-coating process. The phase,
microstructure and electro-optical properties of AZO films were investigated by X-ray diffraction,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our-probe resistance meter, Hall-effect tester and UV–visible–infrared spectrophotometer,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e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electro-optical properties of AZO films was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sibl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AZO films prepared by pulling for 10 times is 85%. The heat treatment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ZO
films, and the better electrical properties are obtained when AZO films are annealed in a mixed atmosphere of 5%H 2 and 95%N 2 ,
compared to that with vacuum annealed or in air. The sheet resistance and resistivity of AZO films are 300 Ω/□ and 3.3×10-3 Ω∙cm
after annealed in a reducing atmosphere at 550 ℃ for 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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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重视，成为下一代理想的ITO替换材料[1–2]，是
一类有竞争力的透明导电薄膜材料。
ZnO半导体薄膜的导电载流子主要来源于氧空
位和过剩Zn2+，属于n型半导体，AZO薄膜通过掺入
Al3+形成对晶格中Zn2+的置换取代，由于Al原子取代
Zn原子所形成的点缺陷Al Zn • 带正电，为平衡

m

透明导电氧化物(TCO)薄膜是集光学透明性能
与导电性能于一体的新型光电材料，因其重要的应
用前景而得到系统和深入的研究[1]。相较于目前主
流 的 掺 锡 氧 化 铟 (IndiumTinOxide, ITO) 薄 膜 ，
ZnO:Al(AZO)薄膜不但表现出优异的光学电学性能
和稳定性，并且由于其制备简单、成本低廉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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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 ，而溶胶–凝胶法制备AZO薄膜采用还原气
电价，会将等价电子吸引到其附近，如下式
Al Zn →Al Zn •+e′，电子富集形成载流子，或理解为
氛退火的情况尚有待研究。基于以上考虑，用溶
[3–4]
胶–凝胶法以提拉的方式制备AZO薄膜，其中Al
少量Al提供了大量的自由电子
。对AZO电学性
掺杂量为 2.00%，探索了在空气氛围、真空条件、
能的改善本质上是提高其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
[3]
还原气氛下退火对所制备AZO薄膜光电性能的影
研究表明 ，Al掺杂量为 0.25%~3.00%(摩尔分数，
响。
下同)时，所制得薄膜具有优良的电学性能。AZO
薄膜的制备方法主要有：磁控溅射沉
1 实 验
积 [5–6] 、脉冲激光沉积 [7] 、化学气相沉积 [8–9] 、溶
胶–凝胶法 [10–11] 等。对AZO薄膜的研究主要有对
1.1 AZO 薄膜制备
[12–13]
薄膜制备工艺的摸索
原料为二水合乙酸锌[Zn(CH 3 COO) 2 ∙2H 2 O]、九
，通过缓冲层优化ZnO
[14–15]
择优生长取向从而改善AZO薄膜性能
水 合 硝 酸 铝 [Al(NO) 3 ∙9H 2 O] 、 异 丙 醇
，绒面
AZO薄膜的制备以增加对光的吸收从而更好地应
[(CH 3 ) 2 CHOH]、乙醇胺 [NH 2 (CH 2 ) 2 OH]。所用原
[16]
用在太阳能电池领域 。溶胶–凝胶法制备AZO
料均为分析纯，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将 190.0 mL异丙醇和作为稳定剂的 9.0 mL乙
薄膜具有成膜均匀、成本较低、设备简单、适于
规模生产等优点，但所制得薄膜的电阻率大多为
醇 胺混 合搅拌 30 min ，加 入 ZnO 源二 水乙酸 锌
–2
10 Ω∙cm量级，因此对其工艺的探索以制备出具
32.926 g，搅拌待其完全溶解后，加入 1.125 g九水
有较低电阻率的薄膜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
硝酸铝，搅拌 30 min。后移入四口烧瓶在 60 ℃的恒
较为合适的预处理温度为 420 ℃ [10]。磁控溅射中
温水浴锅中持续搅拌 5 h。陈化 24 h，得到AZO薄膜
H 2 的引入对于改善AZO薄膜的电学性能是显著
镀膜溶胶。反应过程如下：
－
＋
＋
Zn(CH 3 COO) 2 ∙2H 2 O
(CH 3 COO)
+
(ZnCH 3 COO)
+2H
+2OH
↔
－
(1)
－
＋
＋
－
(CH 3 COO) +(ZnCH 3 COO) +2H +2OH +NH 2 (CH 2 ) 2 OH → Zn(OH) 2 +CH 3 COONH 2
+CH 3 CH 2 COOCH 3 +H 2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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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OH) 2

100~300°C


→

见–红外分光光度计测试薄膜光学透过率。利用
ST-21H型四探针电阻仪测量薄膜的方块电阻。用
Hall8800 型Hall效应测试仪探测薄膜的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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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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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相分析
图 1 为在 550 ℃、不同氛围下保温 2 h所得薄膜
的XRD谱与ZnO(002)晶面峰半高宽及晶粒。由图 1a
可见，在不同的退火氛围下，薄膜的XRD谱出现明
显的ZnO(JCPDS 36–1451)(002)面衍射峰，峰位在
2θ≈34.700°附近，峰高且尖锐，同时伴随有微弱的
(100)和(101)晶面衍射峰，说明所制备的AZO薄膜表
现为c轴择优取向生长。(002)峰位较ZnO粉末标准衍
射峰值 34.480°有稍微的偏移，可能是Al原子对Zn
原子的异质置换所引起，也可能是由于在AZO薄膜
中ZnO的离化或是在c轴方向存在压应力所致 [3] 。
XRD谱中没有出现金属Al单质或Al 2 O 3 的衍射峰，
证实Al原子置换取代了Zn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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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AZO薄膜的镀膜液中，Zn浓度为
0.75
mol/L，Al掺杂的摩尔分数为 2.00%，乙醇胺与二水
乙酸锌的摩尔比为 1:1。
采用提拉的方式镀膜，先将清洗好的玻璃基片
固定在样品架上，将玻璃片以预先设定的
60 mm/min的速率逐渐浸入镀膜溶液中，让基片在
溶液中浸渍 40 s，然后以 60 mm/min的速率将玻璃
基片从镀膜液中缓慢拉出，以此在基片表面形成所
需要的薄膜。单次提拉镀膜完成后，薄膜置于空气
中表干后移入 100 ℃烘箱烘干，再经 420 ℃马弗炉
预热处理 8 min使得薄膜初步结晶，预处理的样品
继续提拉镀膜以此循环 10 次，最后经不同制度退火
得到AZO薄膜。
1.2 样品表征
利用D8Advance型X-射线衍射分析仪分析薄膜
物相，测试条件：Cu靶，扫描速率为 10 (°)/min，扫
面范围为 10o~80o。用NovananoSEM450 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薄膜表面形貌。采用U-4100 型紫外–可

ZnO+H 2 O

w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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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a还可以看出，在真空条件、空气气氛、
还原气氛(5%H 2 、95%N 2 )下退火得到ZnO(002)衍射
峰强度明显不同，在真空条件下退火的薄膜的
ZnO(002)衍射峰最强，说明此时的薄膜结晶度较好；
而还原氛氛下退火的薄膜呈现相对较弱的ZnO(002)
衍射峰，可能的原因是H 2 的引入使得ZnO晶格畸变
更加严重。由图 1b可见，在空气气氛中退火的薄膜，
其ZnO(002)衍射峰的半高宽最大的，而在还原气氛
中退火，薄膜的ZnO(002)衍射峰的半高宽最小，分
别为 0.538°和 0.463°。通过半高宽的值可以通过
Scherrer公式计算出晶粒的尺寸。
0.94λ
Bcosθ

《

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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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为X射线的波长(λ = 0.154 0562 nm)；θ为对
应衍射峰的衍射角；B为衍射峰半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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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尺寸逐渐增大，半高宽从 0.538°减小到 0.463°，
晶粒大小由 13.77 nm逐渐增大到 17.79 nm，在还原
气氛下退火的薄膜具有最大晶粒尺寸。晶粒的增大
有利于薄膜的致密及导电性能[18]。
图 2 为还原气氛下不同温度退火 1 h的薄膜的
XRD谱与ZnO(002)晶面衍射峰半高宽及晶粒大小。
图 2a为在还原气氛下不同温度保温 1 h的薄膜XRD
谱。从图 2a可见，不同退火温度下，薄膜均具有(002)
面择优生长的纤锌矿ZnO结构，同时显示出ZnO在
(100)、(101)、(110)、(103)等晶面方向微弱的生长
趋势。这可以从晶粒生长晶面自由能的角度加以解
释[3]，根据热力学理论，晶粒的形成、长大、形状
及晶体取向都取决于基体表面能、晶核表面能以及
晶核与基体界面能。ZnO晶胞中个晶面具有各向异
性，其中(0001)、(1120)、(1010)晶面自由能分别为
为 1.6、2.0 和 3.4 J/m2，且各个晶面自由能依赖于轨
道杂化效应，在热力学平衡和排除外延生长影响条
件下，晶胞中的最密排面(0001)晶面将沿着平行于
基片方向择优生长以降低其自由能。
由图 2a中的 3 条谱线可见，随着薄膜退火温度
的升高，(002)晶面衍射峰强度逐渐减弱；但峰的半
高宽逐渐减小，晶粒尺寸呈增大趋势，在 600 ℃时
的晶粒约为 17.00 nm(见图 2b)。这是由于随着退火

稿

(a) XR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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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e(5%H 2 +95%N 2 )

ww

1—Annealed in vacuum; 2—Annealed in air; 3—Annealed in redu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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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RD patterns

m

(b)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图 1

不同氛围下 550 ℃退火 2 h的AZO薄膜的XRD谱与
ZnO(002)晶面峰半高宽及晶粒大小
Fig. 1 XRD patterns of AZO films annealed at 550 ℃ for 2 h
in different atmospheres and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由图 1b可以看出，随着半高宽的逐渐减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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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图 2

还原气氛下不同温度退火 1 h的薄膜的XRD谱与
ZnO(002)晶面峰半高宽及晶粒大小
Fig. 2 XRD patterns of AZO films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for 1 h in reducing atmosphere and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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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升高，ZnO 晶格畸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玻
璃基底逐渐软化，加剧了晶格的畸变，导致峰强减
弱，但晶粒长大没有停止。
图 3 为还原气氛下 550 ℃不同退火时间是薄膜
的XRD谱与ZnO(002)晶面峰半高宽及晶粒大。从图
3a可以看出，随着退火时间的延长，峰强没有太大
变化；退火 90 min时出现微弱的SiO 2 峰，可能是由
于玻璃基板的长时间加热使得局部SiO 2 网络结构发
生变化所致。由图 3b可见，在退火 60 min时得到具
有最大晶粒尺寸的薄膜。

SEM照片。由图 4 可见，不同退火环境对薄膜的生
长有显著的影响。在空气氛围下退火时晶粒的均匀
性较差，结构较为疏松(见图 4a)，说明此时晶粒长
大的过程并没有发生或者未结束。而真空退火所得
薄膜更加致密，表面有条状突起(见图 4b)。还原气
氛下退火得到了更大晶粒尺寸的薄膜，与对XRD图
谱的分析相对应，此时颗粒尺寸分布较为均匀，膜
面致密且呈现凹凸不平的包状结构(见图 4c)。形貌
的变化可能是一方面真空和还原氛围带来的晶格畸
形生长，另一方面是薄膜中O原子的蒸发或者O原子
与H原子发生化学反应，使得薄膜中出现较多的化
学键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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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R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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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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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of ZnO(002) peak

图 3

还原气氛下 550 ℃不同退火时间的薄膜的XRD谱与
ZnO(002)晶面峰半高宽及晶粒大小
Fig. 3 XRD patterns of AZO films annealed at 550 ℃ for
different time in reducing atmosphere and FWHM of
ZnO(002) peak and corresponding grain size

2.2 微观形貌分析
图 4 为不同退火气氛下 550 ℃退火 1 h的薄膜

(c) In reducing atmosphere

图 4 不同退火气氛下 550 ℃退火 1 h的薄膜SEM照片
Fig. 4 SEM photographs of films annealed at 550 ℃ for 1 h
in different annealing atm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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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气氛和温度下退火 45 min的薄膜的方块电阻
Fig. 6 Sheet resistance of films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45 min in different atm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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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热处理条件对薄膜电学性能的影响
图 5 为不同气氛下 550 ℃退火 45 min所得薄膜
的电阻率。图 6 为不同气氛和温度下退火 45 min薄
膜的方块电阻。从图 5 可见，在空气气氛下退火的
薄膜电阻率最大，约为 3.3 Ω∙cm；而在真空条件和
还原气氛下退火的薄膜的电阻率较空气气氛退火的
薄 膜 电 阻 率 呈 现 出 指 数 级 降 低 ， 分 别 为 22.0×
10–3 Ω∙cm和 3.6×10–3 Ω∙cm。由图 6 可见，较真空退
火，还原气氛退火可以得到电学性能更佳的薄膜。
由于AZO薄膜的自由载流子来源于氧空位、间隙
Zn2+以及Al3+掺杂对晶格中Zn2+的置换作用，未掺杂
的ZnO薄膜本征缺陷浓度很低，即氧空位及间隙
Zn2+浓度很低，因此在空气氛围下退火所得AZO薄
膜的导电载流子主要依靠Al3+对Zn2+的置换引起的
自由电子富集；而真空退火促进晶格中的氧蒸发，
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薄膜氧空位的浓度，从而提高
载流子浓度；H 2 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消除Al3+置换
Zn2+过程中多余的氧原子及AZO薄膜表面、空隙、
晶粒间的吸附氧，另一方面可以与ZnO晶格中的氧
原子发生反应从而增加氧空位的浓度，引入了自由
电子，使载流子浓度大幅增加，因此得到导电性能
更好的AZO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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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为在还原气氛下、不同温度退火 45 min所
制得薄膜电阻率。由图 7 可见，退火温度为 500 ℃
时薄膜电阻率较大，约为 26.4×10–3 Ω∙cm，随着退
火温度增大到 550 ℃，薄膜电阻率骤然下降到约
3.6×10–3 Ω∙cm，600 ℃退火薄膜电阻率较 550 ℃退火
薄膜电阻率有少许的增大。薄膜的方块电阻亦呈现
同样的规律，热处理温度为 550 ℃时薄膜的方块电
阻最小约为 330 Ω/□(见图 6)。说明退火温度对于薄
膜电阻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图 2 可知，随着退
火温度的升高，薄膜晶粒尺寸逐渐增大，由于自由
载流子在传输过程中需穿越晶界，而晶界存在各种
缺陷充当电子陷阱；同时退火温度的提高使得AZO
薄膜产生更多的氧空位。故基于AZO薄膜的晶界散
射机理和导电机制，此时薄膜具有较低的电阻率。
但 600 ℃退火所得薄膜由于晶格畸变导致结晶度较
差，使得薄膜较 550 ℃退火薄膜电阻率有增大的
趋势。
图 8 为还原气氛下 550 ℃退火不同时间所制得
薄膜电阻率。从图 87 可见，退火 60 min的薄膜具
有最低的电阻率，约为 3.3×10–3 Ω∙cm，此时得到薄
膜的晶粒尺寸最大(见图 3b)。分别退火 45、60、
90 min的薄膜电阻率差异不大，说明热处理时间对
薄膜的电阻率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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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气氛中 550 ℃退火 45 min的薄膜电阻率
Fig. 5 Resistivity of films prepared at 550 ℃ for 45 min in
different annealing atm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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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还原气氛下不同温度退火 45 min的薄膜的电阻率
Fig. 7 Resistivity of films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45 min in reducing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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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热处理条件对薄膜光学透过率的影响
图 9 为不同气氛下 550 ℃退火 1 h的薄膜的光学
透过率。由图 9 可见，不同氛围退火的薄膜均具有
较高的光学透过率，
在可见光区的透过率约为 85%。
在 400 ~500 nm波段，
与空气气氛退火薄膜透过率相
比较，还原气氛和真空中退火薄膜的透过率有少许
的降低。还原气氛退火薄膜具有最小的电阻率，可
见随着薄膜电阻率的减小，可见光区透过率减小。
其原因是自由载流子对光子的吸收。进一步说明透
明导电膜的光学与电学性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3]。
在短波边，吸收边的位置随着薄膜电阻率的减小向
紫外方向移动，即蓝移现象。这种现象可用
Burstein-Moss效应解释，即ZnO半导体的费米能级
进入导带，本征光吸收边就会向短波方向移动，可
知随着AZO薄膜载流子浓度的提高，其禁带宽度也
会变宽[13]。

■ In reducing atmosphere, △ In air, ○ In vacuum

图 9 不同气氛下 550 ℃退火 1 h的薄膜的透过率
Fig. 9 Transmittance of films annealed at 550 ℃ for 1 h in
different annealing atm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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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了具有优良光电性能的
ZnO:Al(AZO)薄膜。提拉法制备的薄膜可见光透过
率达到 85%。热处理工艺的选择对于提升AZO薄膜
的电学性能至关重要。相比于薄膜的空气氛围、真
空条件退火，采用还原性气氛(5% H 2 、95% N 2 )退
火制备出AZO薄膜电学性能更佳，引入的H 2 使得薄
膜产生更多的氧空穴，从而很大程度地提升AZO薄
膜自由载流子浓度，改善其导电性能。热处理温度
对于薄膜的微观形貌、电学性能同样有重要的影响，
提升热处理温度有助于薄膜晶粒长大，从而减少晶
界散射。在 550 ℃还原气氛下保温 60 min得到AZO
薄膜方块电阻为 300 Ω/□，电阻率为 3.3×10–3 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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