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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子级厚度的二维层状晶体材料具有丰富的物理特性, 在新型微纳米器件领域展现出重要的

发展潜力, 相关的器件制备和性能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的制备需要经过二

维材料的转移及金属电极的淀积等一系列过程. 然而, 在传统的制备流程中所涉及多步工艺需要用到

诸多不同设备, 如二维材料转移对准系统、电子束曝光系统, 或是光刻系统, 而且往往在一些步骤中涉

及有机溶液处理, 有可能会对样品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本文设计展示了一种能够实现二维材料微纳

米器件制备的多功能系统, 该系统不仅可以实现二维材料的高效转移, 而且可以直接进行金属电极的

准确淀积, 并且整个加工流程不涉及溶液处理, 具有操作方便、效率高、样品污染少等优点. 基于该多

功能系统, 我们成功制备出了 MoS2 场效应晶体管并对器件进行了光学表征和电学性能测试, 展现了

这一系统在高效制备微纳器件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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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原子级厚度的二维层状晶体材料, 如石墨烯 (Graphene)、氮化硼 (h-BN)、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TMDCs)等由于具有丰富的电学、光学、力学等性质, 在电子信息领

域引起了极大关注 [1∼4]. 制备电子器件所需要的二维材料大多是通过化学气相沉积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 方法或者胶带机械剥离 (mechanical exfoliation) 法得到 [5, 6]. 其中, 利用胶带机械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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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法得到二维材料, 具有操作简单灵活、效率高、样品污染少、晶体缺陷少等优势 [7, 8], 被广泛应用于

各类新型薄层二维材料及其器件的前期探索.

为了研究二维晶体材料及微纳米器件的特性, 首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将二维材料转移到基底

(如 Si/SiO2) 上 [9, 10]. 干法转移技术就是一种简单、高效、灵活的材料转移手段 [11, 12]; 干法转移技术

也非常适合在保护气氛下 (如手套箱中) 对空气、湿度敏感的材料进行转移、堆叠等处理; 特别地, 在

一些特殊结构的器件中, 如纳米机电系统谐振器 (NEMS resonator) [13,14], 器件具有悬空的立体结构,

绝大多数只能采用干法转移手段. 干法转移的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 将胶带剥离的薄层二维材料粘贴

到聚二甲基硅氧烷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上面,然后借助材料转移对准系统,将薄层二维材料

转移到 Si/SiO2 基底的目标区域上. 干法转移技术不仅能够转移单一的二维材料, 还可以通过 “转移

+ 堆叠” 得到丰富的二维异质结体系. 为了对所研究的二维材料做电学性能测试, 需要在二维薄层转

移完成之后进行金属电极的淀积 [15, 16]. 在金属电极淀积的过程中, 需要借助对准系统将掩模版与二

维材料进行精确的对准. 目前的材料转移和电极淀积过程的对准过程, 通常是在两套不同的系统下完

成, 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操作的低效性和不便性.

基于此, 本文设计了一种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制备的多功能系统, 该系统不仅能与绝大多数显微

镜兼容使用, 高效完成二维材料及其异质结结构的转移操作, 而且在转移完成之后能够无缝衔接地

进行掩模版对准. 同时, 该系统也能够很好地兼容绝大多数金属淀积装置, 因此可以直接进入金属淀

积系统, 实现金属电极的准确淀积. 利用这套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多功能系统, 我们成功制备了基于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结构的场效应晶体管 [17, 18], 并对器件进行光学表征和电学性能测试.

2 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制备的多功能系统设计及器件制备方法

2.1 多功能系统的构造

图 1 为本文设计和构造的用于制备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的多功能系统结构示意图. 该多功能系

统主要结构包括安装固定底座、位移模块、多功能转换模块和基底固定旋转模块等.

其中, 安装固定底座起到固定整个系统的作用, 在多功能转换模块的下方. 安装固定底座上开有

方形的贯通槽, 可以使多功能转换片降至足够低的位置, 使需要转移的二维材料或者金属淀积掩模版

和 Si/SiO2 实现紧密的接触. 位移模块则由 3 个独立的单轴位移滑台组成, 分别可以沿三维 (X,Y, Z)

方向均匀移动.多功能转换模块固定在沿 Z 轴方向移动的单轴位移滑台上面. 通过位移模块三维方向

的均匀移动, 可以带动多功能转换模块及多功能转换片的三维方向均匀移动. 基底固定旋转模块不仅

可以固定 Si/SiO2 基底, 而且可以对 Si/SiO2 基底进行旋转.

该多功能系统具有操作便捷、高效等特点, 例如, 通过调节 4 个独立的硬质压缩弹簧 (固定在 L

型折弯结构的底边和多功能转换片之间) 的伸缩程度, 就可以实现对二维材料和掩模版与 Si/SiO2 基

底之间的倾斜度或者水平度的可控调节. 此外, 只需要更换合适的多功能转换片, 就可以实现多功能

系统在二维材料干法转移或者金属电极淀积功能之间的转换. 基于此, 我们可以利用该多功能系统实

现类型丰富的材料转移和金属电极淀积, 从而实现各类微纳米器件的制备.

2.2 利用多功能系统实现二维材料干法转移

制备二维微纳米器件的第 1 步是利用多功能系统在 Si/SiO2 基底上转移二维材料. 具体转移步

骤如图 2 所示. 我们首先准备需要转移的二维材料及 Si/SiO2 基底, 用胶带对二维晶体进行反复剥

离, 再将合适尺寸的 PDMS 固定在多功能转换片上, 接着用 PDMS 去粘取胶带上的二维材料,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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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制备的多功能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a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for prototyping 2D nano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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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基于多功能系统的二维材料干法转移原理示意图. (a) 二维材料与 Si/SiO2 基底之间的定位与

对准; (b) 二维材料与 Si/SiO2 基底紧密的接触; (c) 多功能转换片和 PDMS 缓缓离开 Si/SiO2 基底; (d) 转移

成功后, 二维材料粘附在 Si/SiO2 基底的表面; (e) 多功能系统进行二维材料转移的实物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process flow for transferring 2D materials using the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a) Aligning the 2D material to the substrate; (b) contacting the 2D material with the substrate;
(c) detaching the PDMS from the substrate; (d) 2D material remaining on the substrate; (e) picture of the actual system
under a microscope

光学显微镜下寻找 PDMS 表面粘附的合适的二维材料, 然后将 Si/SiO2 基底清洗干净, 并通过高温胶

固定在多功能系统的基底固定旋转模块上面, 最后, 将粘贴有目标二维材料的多功能转换片固定在多

功能转换模块中 (朝向 Si/SiO2 基底), 并通过多功能转换模块调整转换片与基底的倾斜度或者水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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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基于多功能系统的金属电极淀积原理示意图. (a) 金属淀积掩模版与二维材料之间的定位和对

准; (b) 金属淀积掩模版与二维材料之间紧密的接触; (c) 将整个多功能系统放置到金属淀积仪器中进行金属电极的

淀积; (d) 多功能系统在金属淀积设备中的实物图; (e) 金属淀积完成后, 多功能转换片和掩模版缓缓离开二维材料,

在二维材料相关区域有高质量的金属电极

Figure 3 (Color onlin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process flow for patterning electrodes using the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a) Aligning the mask to the 2D flake; (b) mask in contact with the 2D flake; (c)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inside an evaporator for evaporation; (d) picture of the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inside an
evaporator; (e) after evaporation, the holder and mask disengage from the 2D flake, leaving the electrodes patterned

(图 2(a) 所示).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利用 X, Y , Z 位移模块, 不断调整二维材料和 Si/SiO2 基底之间的相对位置

和距离, 同时通过基底固定旋转模块调整二维材料和 Si/SiO2 基底之间的相对角度. 在位置和角度确

定后, 调整位移模块的 Z 轴方向, 使二维材料和 Si/SiO2 基底紧密地贴合一段时间 (图 2(b)). 然后将

多功能转换片缓缓向上提起 (图 2(c)),最后在二维材料与 Si/SiO2 基底之间的范德华力 (van der Waals

force) 作用下, 二维材料紧紧贴附在基底的表面 (图 2(d)). 图 2(e) 为多功能系统放置到显微镜下进行

材料转移的实物图. 正如实物图所示, 在显微镜观察下可以完成二维晶体材料和 Si/SiO2 的固定, 材

料与 Si/SiO2 基底之间的对准,材料与 Si/SiO2 基底之间的紧密接触,多功能转换片与 Si/SiO2 基底的

脱离, 实现材料的干法转移. 为了提高干法转移的成功率, 需要调整多功能转换片的角度; 对于特别薄

层的材料需要加热基底 (在基底固定旋转模块上加装加热片) 以降低 PDMS 的附着力.

此外, 采用该多功能系统不仅可以实现某种特定二维材料的转移, 还可以通过 “转移 + 堆叠” 的

方式实现二维材料异质结体系的构造.

2.3 利用多功能系统实现金属电极淀积

在二维材料转移成功后,需对其进行图形化的金属电极淀积,从而获得二维微纳米器件 (图 3). 在

这个步骤中, 我们首先将干法转移用的转换片更换为金属淀积用的转换片, 并用高温胶将包含电极图

形的掩模版固定到转换片的开孔处 (朝向二维材料和 Si/SiO2 基底). 掩模版与二维材料之间的相对位

置、相对角度、相对距离的调节与前一部分干法转移过程的调节方法相同 (图 3(b)). 然后将调整好的

多功能系统整体放入金属淀积装置中进行金属电极淀积 (图 3(c)),在这个过程中高温胶将确保掩膜版

与转换片始终保持紧密贴附.图 3(d)为利用多功能系统进行掩模版对准后, 放置到金属淀积设备中的

实物图. 将金属淀积设备设置到一定的真空度、温度和时间, 就可以进行金属电极的淀积. 最后,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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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二维材料与干法转移的Graphene/h-BN/MoS2异质结结构及晶体管显微镜照片. (a) PDMS

上面的 Graphene 显微镜照片; (b) PDMS 上面的 MoS2 显微镜照片; (c) 基于多功能系统干法转移的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结构显微镜照片; (d) 基于多功能系统淀积的金属电极显微镜照片

Figure 4 (Color online) Optical images of a Graphene/h-BN/MoS2 heterostructure by dry transfer. (a) Optical image of
a Graphene flake on PDMS; (b) optical image of an MoS2 flake on PDMS; (c) optical image of the Graphene/h-BN/MoS2

heterostructure fabricated using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d) optical image of the device with electrodes patterned
using the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电极淀积完成后, 我们将整个装置从金属淀积装置中取出, 并在显微镜下将多功能转换片缓缓向上提

起, 继而取下样品得到图形化电极淀积后的二维微纳米器件 (图 3(e)). 值得注意的是, 从原理上该多

功能系统并不会限制所制备电极的尺寸, 淀积金属的线宽主要由掩模版决定. 如 200 nm 厚的氮化硅

掩模版, 其线宽完全可以做到 2 µm; 如果进一步降低掩膜版厚度, 并采用适当的加工工艺 (例如用电

子束曝光来图形化需要刻蚀的区域), 完全可以进一步降低掩膜版上的线宽.

3 基于 MoS2 的场效应晶体管制备及性能测试

为了验证利用上述多功能系统制备器件的可行性, 我们利用该系统制备了二维半导体 MoS2 场效

应晶体管, 并完成了相关器件性能的测试.

在二维 MoS2 场效应晶体管的制备中,我们使用 Graphene, h-BN和 MoS2 分别作为背栅极、栅介

质层和沟道材料. 图 4(a) 和 (b) 分别为采用胶带机械剥离 Graphene 晶体和 MoS2 晶体后, PDMS 上

粘附的 Graphene 片和 MoS2 片的显微镜照片.

图 4(c)为利用多功能系统转移得到的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的场效应晶体管显微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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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异质结自下而上为 Graphene (作为晶体管背栅极电极)、h-BN (作为背栅极的介质材料) 和 MoS2

(作为晶体管的沟道材料)的三层堆叠结构. 在图 4(c)中,分别用虚线框标注了不同二维晶体材料的边

界. 红色虚线区域内为 Graphene材料, 黄色虚线区域内为 h-BN材料, 黑色虚线区域内为 MoS2 材料.

进一步,我们利用这一多功能系统在转移堆叠的二维异质结上淀积了多个边沿规则清晰且质量好的金

属电极 (图 4(d)), 分别构成了栅极、源极和漏极; 这些金属电极和 Si/SiO2 基底上先前制备的金属焊

盘相连接, 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探针台下进一步开展器件电学性能测试.

在器件制备完成后,我们首先使用拉曼 (Raman)光学测试手段来表征器件的组成结构,如图 5所

示. 图 5(a)为进行 Raman mapping测试的器件光学照片,可以明显看到清晰的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和淀积的晶体管栅极、源极和漏极结构. 红色矩形框显示的是 Raman mapping 的异质结区域.

利用 WITec-α300 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进行拉曼光谱的采集及拉曼成像, 物镜为 NA = 0.75 的

Zeiss50X,使用激光的波长为 532 nm. 图 5(b)为将拉曼成像数据对 Graphene, hBN, MoS2, Au区域分

类着色后的成像结果,其中蓝色区域为 Graphene材料,灰白色区域为 h-BN材料,红棕色区域为 MoS2

材料, 金色区域为淀积的 Au 电极. 图 5(c) 中拉曼光谱为 MoS2 区域和 Graphene 区域的拉曼散射单

谱.数据显示 MoS2 的特征峰为位于 384 cm−1 的 E1
2g 面内声子振动模式和位于 409 cm−1 的 A1g 面外

声子振动模式; Graphene 的特征峰则为位于 1582 cm−1 的 G 振动模式和位于 2718 cm−1 的 2D 振动

模式. 图 5(d) 和 (e) 为利用 MoS2 的 A1g 峰和 Graphene 的 G 峰进行成像的拉曼图像, 显示了 MoS2

和 Graphene的分布特征. 拉曼光谱显示, 在经历了整个制备流程后, 二维材料的拉曼特征峰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 这说明利用这一多功能系统制备的二维异质结电学器件, 能够较好地保护二维材料, 减

少甚至避免来自溶液污染和材料变性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对所制备的 MoS2 场效应晶体管进行输出特性和转移特性的测试, 以验证用该方法

制备二维电子器件的可行性. 我们按图 6(a) 所示的电路连接方法将待测器件接入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两台半导体参数分析仪的低电压端口相连接, 并且通过探针连接到待测器件的源极; 其中一台的高电

压端连接到器件的栅极, 另一台则通过探针连接到器件的漏极, 测试的光学照片如图 6(b) 所示.

首先, 我们通过施加不同的栅极电压 Vgs, 测试源极与漏极之间的电压 Vds (如从 −1 到 1 V 变化)

与电流 Ids 的变化关系,得到 MoS2 晶体管的输出特性 (图 6(c)). 可以看出,当器件的栅压 Vgs 为 −3 V

或者 0 V 时, Ids 几乎为 0, 且不随 Vds 变化; 当 Vgs 为 5 V 时, Ids 有显著的变化, 且随 Vds 增大而增

大. 当器件 Vgs 增大到 7 V 时, Ids 变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是由于 Vgs (−3 和 0 V) 较小时, 器件处

于关断状态, MoS2 沟道中载流子浓度很低, 电阻很大; 当 Vgs (如 5 或者 7 V) 达到一定的阈值电压后,

器件才会被开启,此时沟道内载流子浓度迅速增加,电阻迅速下降. 在此种情况下, Vgs 越大,沟道内载

流子浓度增加的越多, 沟道电阻就越小.

进一步, 我们通过设定特定的 Vds, 测试 Ids 随 Vgs 的变化情况, 得到 MoS2 晶体管的转移特性

(图 6(d)∼(f)). 如图 6(d)所示,我们设定 Vds为 1 V, Vgs从 −5 V变化到 5 V,当 Vgs超过一定电压 (1 V)

时, Ids 随着 Vgs 的增大而迅速增大, 器件为开启状态; 且 Ids 的最大值随 Vgs (图 6(e)) 和 Vds (图 6(f))

的增大而增大; 然而当 Vds 低于 1 V 时, Ids 非常小, 器件为关断状态. 另外从转移特性曲线可以看出,

MoS2 场效应晶体管属于电子导电类型 (n 型), 器件的 Ids 随着 Vgs 增大而增大. 这一系列数据显示,

我们利用该系统制备的二维半导体 MoS2 场效应晶体管具有典型的 n 型场效应特征. 进一步, 可以根

据晶体管的转移特性曲线, 计算出器件沟道材料的迁移率. 我们利用公式 µ = dIds
dVgs

× L
WCbnVds

, 其中 L,

W , Cbn 分别是器件沟道的长 (L 为 20 µm)、宽 (W 为 10 µm) 和以 h-BN 作为栅极介电材料的单位

面积电容 (Cbn = ε0εrbn
dbn

= 4.56 × 10−4 F·m−2, dbn = 73 nm). 计算结果显示, 这个器件的沟道迁移率

µ大约为 11.3 cm2·V−1·s−1. 这表明利用该多功能系统不仅可以直接、高效地制备器件,而且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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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采用多功能系统制备的二维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晶体管及拉曼光谱成像 (Raman

mapping) 照片. (a) 二维异质结晶体管结构及 Raman mapping 区域的光学照片, 红色矩形框内为 Raman

mapping 区域; (b) 器件区域内 Raman mapping 的结果,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材料 (由软件根据拉曼峰位判断);

(c) 器件区域内 Graphene 和 MoS2 的拉曼光谱; (d) 器件区域在相对波数为 409 cm−1 (MoS2-A1g 峰位) 拉

曼强度成像; (e) 器件区域在相对波数为 1582 cm−1 (Graphene-G 峰位) 拉曼强度成像

Figure 5 (Color online) The graphene/h-BN/MoS2 heterostructure and its Raman mapping. (a) Optical image of MoS2

transistor device and Raman mapping (red rectangle indicates the Raman mapping zone); (b) composite Raman sig-
nal map of the heterostructure (different colors denote different materials); (c) Raman spectra of graphene and MoS2;

(d) Raman intensity map at relative wave number 409 cm−1 (MoS2-A1g peak); (e) Raman intensity map at relative wave
number 1582 cm−1 (Graphene-G peak)

能够正常工作且迁移率值适中的晶体管, 证明了该设备及方法的可性能和高效性.

4 总结

本文构造了一种用于制备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的多功能系统.该多功能系统不仅能够在制备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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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二维半导体材料 MoS2 晶体管性能测试图. (a) 晶体管测试电路连接示意图; (b) 晶体管测试

探针连接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c) 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Vds: −1∼1 V; Vgs: −3, 0, 5, 7 V); (d) 晶体管的转

移特性曲线 (Vgs: −5∼5 V; Vds: 1 V); (e) 晶体管的转移特性曲线 (Vgs: −7∼7 V; Vds: 1 V); (f) 晶体管的

转移特性曲线 (Vgs: −7∼7 V; Vds: 1.5 V)

Figure 6 (Color online) Measurement of the 2D transistor. (a) Schematic of the transistor measurement setup; (b) optical
image of a device being measured; (c) output curve of the transistor (Vds: −1∼1 V; Vgs: −3, 0, 5, 7 V); (d) transfer curve of
transistor (Vgs: −5∼5 V; Vds: 1 V); (e) transfer curve of transistor (Vgs: −7∼7 V; Vds: 1 V); (f) transfer curve of transistor
(Vgs: −7∼7 V; Vds: 1.5 V)

材料及异质结和淀积金属电极之间高效切换, 并且能够与绝大多数显微镜和金属淀积设备兼容使用.

利用该多功能系统, 我们成功实现了基于 Graphene/h-BN/MoS2 异质结的 MoS2 场效应晶体管的制

备, 并对器件进行了光学表征和电学特性测试, 充分证明了该多功能系统在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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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确性和高效性. 该系统极大提高了二维材料微纳米器件制备、研究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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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prototyping of nanodevices based on two dimensional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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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omically thin two dimensional (2D) materials have recently attracted tremendous attention due to

their intriguing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demonstrated great potential in realizing novel nanoelectronic devices.

To fabricate 2D micro/nano devices, it often requires one to first transfer 2D material onto Si/SiO2 substrate,

and then deposit metal electrodes on the 2D material, which typically involves multiple tools such as 2D material

transfer system, e-beam lithography, or photolithography systems. In this work, we design a facile 2D device

fabric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the transfer, stacking, and metallization of 2D structures, all using the same

multifunctional system. We then fabricate MoS2 transistor using this multifunctional system, and characterize

the device structure and device performance,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ity of this facile fabrication process,

which can be used for fast prototyping new types of 2D nanodevices.

Keywords two dimensional (2D) materials, multifunctional fabrication system, dry transfer, metal electrode

deposition, MoS2 transi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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