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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捲對捲 R2R 

．紫外光壓印 uv imprint 

．抗沾粘 anti-sticking 

．自我排列單分子層 SAM 

．類鑽石薄膜 DLC 

 

摘要 

R2R 壓印技術具有大量生產，成本低的優勢，被

認為是軟性顯示器及軟性電子最具競爭力的微奈米

結構圖案技術；如何控制軟性基材-光阻-模板之相

互作用力為壓印製程成敗的關鍵。本文介紹表面處

理技術於 R2R 紫外光壓印製程之應用，包含模板的

抗沾粘處理，如自我排列單分子薄膜(SAM)、類鑽石

薄膜(DLC)及含氟類鑽石薄膜(F-DLC)，及大氣電漿

對軟性基材表面處理的重要性。最後以抗眩膜為

例，在模板上披覆 DLC 進行脫模測試，結果大幅改

善模板對光阻的脫模性。 

Because the low cost and mass production ability, 

R2R imprint process can be used to flexible electronics 

and flexible display manufacture in micro or nano 

structure formation. The interfacial force control 

between flexible substrates, UV resists and templates is 

the key points with we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some surface treatment 

methods apply to R2R UV imprint process.  One is 

the template anti-sticking treatments, including self 

assembly monolayer (SAM), diamond like carbon 

films (DLC), fluorine-doped, or fluorinated diamond 

like carbon films (F-DLC). The other is surface 

treatment of flexible substrate using atmospheric 

pressure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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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軟性顯示器由於具備輕、薄、可捲曲等方便性，

漸漸成為人類所追逐次一世代顯示器。由於軟性顯

示器使用塑膠膜材(PET)做為基材，必須剪裁成一片

一片貼在玻璃基板上，才能與玻璃面板一樣使用相

同的(sheet to sheet)製程設備，待製程結束後再將成

品由上取下；如此可以省去不少新設備投資費用，

但確也讓製程變得較複雜，成本居高不下。 

傳統捲對捲(roll to roll, R2R)製程方法具有低成

本、大面積、低設備費用、低耗能及高產能等多項

優點，因此非常適合應用在軟性顯示器製程。R2R

製程應用於軟性顯示器時，可以將圖案、線路甚至

色點以類似滾輪印刷的方式連續轉印到 PET 基材

上，如此將使製作軟性顯示器像報紙印刷一樣簡

單。雖然 R2R 技術的概念像印刷那麼簡單，但應用

在軟性顯示器時，所需的製程步驟及所要求精度及

品質要求均與傳統印刷截然不同，例如：印刷製程

為 2D 結構，軟性顯示器為 3D 多層結構，因此對位

所需精度也較高、對每一層製程品質要求也較嚴

格；且在使用上會在導電電極上施加電壓或通過電

流，因此對結構附著性、氣密性也更加要求。 

本文將說明為何表面處理對於滾輪壓印製程之

重要性，並介紹膜材的表面處理技術及滾輪的表面

處理技術，最後介紹初步的測試效果。 

 

本文 

表一[1, 2]比較了光微影(photolithography)、凹版

印刷 /柔版印刷 (gravure/flexographic)、網印(screen 

printing)、熱壓印(Thermal imprint lithography)、紫外

光壓印(UV imprint)、噴墨(Inkjet)；由於紫外光壓印

技術具有大的量產速度、解析度高、成本低等優勢，

已明確的被應用於軟性顯示器的圖案結構製程中，

如 Sipix 電子紙的微杯結構、3M 的增亮膜(BEF)、防

偽全像圖案等。 

 

表㆒  各種圖案結構技術比較[1,2] 

R2R 圖案結構 
製造技術 解析度 速度 

光微影  ~10um 
(受限於基材平坦度) 中等 

凹版印刷/ 
柔版印刷 >20um 快 

網印 >150nm 中等 

熱壓印 >6nm 慢 
~0.01m/min 

紫外光壓印 
(UV imprint) ~1nm 快 

>5m/min 

噴墨 
(Inkjet printing) >100nm 慢 

 

如圖一所示為 R2R 紫外光壓印製程簡圖，捲材

經由放捲機構將軟性基材經由 R2R 傳送控制，將軟

性基材送至光阻塗佈區，均勻的塗上光阻後經過預

先製做圖案結構之滾筒模板將圖案轉壓至光阻上，

然後立刻紫外光照射令光阻硬化後脫模，即可在軟

性基材上得到具有圖案結構之硬化光阻膜；因為所

要的圖案結構是由模板決定，因此只要變化不同的

模板，即可得到相對應的薄膜。如圖一中所示，抗

眩結構、微杯結構、及其他微結構都可以用此方法

大量生產。由於在微結構的成形過程，模板與欲成

形的膜層有接觸的動作，因此容易因為接觸過程中

模板-光阻-基材的相互作用影響製程的品質；其中最

常發生的問題是，模板脫模性不佳導致硬化的光阻

在脫模時部份結構撕裂後粘著在模板上，造成微結

構複製率變差、缺隙或損壞，若處理不當模板可能

因此損壞；另一種常發生的情況是軟性基材與硬化

後的光阻附著力差，導致硬化光阻膜層在產品使用

中自軟性基材整層的局部剝離。因此要得到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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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案，並控制低的生產成本，控制模板-光阻-基材

的相互作用力變得相當重要且必要。 

 

 
 

放捲 收捲

電漿處理 成形材 
料塗佈 模板 

UV 固化 
成形產品

抗眩結構 微杯(micro cup)結構 其他 3D 微結構 

 
圖㆒  壓㊞製程簡圖 

 

㆒、模板表面處理 

由於模板需與光阻接觸，若要使模板與硬化光

阻順利脫離，必須儘量控制模板的表面能。較常被

用來當作抗沾粘(anti-sticking)表面處理的功能性薄

膜有：含 F 自我排列單分子層薄膜[3]、類鑽石薄膜

[4-6]、含 F 類鑽石薄膜[5-7]等。 

1. 自排列單分子層薄膜 

(self-assembled monolayer, SAM) 

SAM 常被用來對表面進行疏水性(hydrophobic)

及親水性(hydrophilic)表面改質，只要奈米厚的薄膜 

鍵結於表面即可提供或減少基材的表面能。常用的

SAM 如表二。 

在實務上，基材必需經過嚴謹的清潔過程才能

得到 SAM 與基材良好的附著，一範列為：基材先以

去離子水清洗、異丙醇清洗、最後以氧電漿清潔，

氧電漿處理的步驟很重要，因為電漿處理後會在基

材表面導入 OH 官能基，而一般 SAM 與 OH 會形成

很強的鍵結。SAM 膜披覆則可以選擇化學氣相沉積

[8]或浸鍍方式進行。表二所示 APMDS 之所有以較

高的介面斷裂能，是因為 APMDS 具有壓克力官能

基，可參與壓克力系光阻之自由基聚合反應(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而與光阻產生共價鍵結，因此

有 非 常 好 的 粘 著 力 ； 而 G P T S 因 為 具 有

-(-O-CH2-CH2-)未端官能基，亦可與壓克力系光阻中

之 N 及 O 原子鍵結，因此也能有效提升界面之粘著

力；然 R2R 壓印製程中要將 SAM 應用到提高基材

與光阻之附著力，必須將 SAM 膜沉積在軟性基材

上，以目前 SAM 的技術來看並不實用。烷基-氟系

矽烷(Alkylhalosilanes)像 FOTS, FDTS 具有低的表面

能，因此是最佳的抗沾粘表面處理候選者；但是相

關文獻顯示當 FDTS 與光阻接觸時，會與紫外光光

阻材料產生不可逆反應，如圖二所示為 FDTS 披覆

於石英模板後，與經過 10 次紫外光壓印後 C1s 光 

 

表㆓  常見的 SAM[3,4] 

SAM 縮寫 SAM 全名 功能 介面斷裂能[3], (J/m2)

HMDS hexamethyldisilazane Adhesion promoter 1.45 

APTS 3-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Adhesion promoter 1.54 

GPTS 3-gycidoxypropyltrimethorysilane Adhesion promoter 2.68 

APMDS 3-acryloxypropyl methyl dichlorosilane Adhesion promoter >10 

DDMS Dichlorodimethylsilane Anti-sticking layer 0.77 

FOTS Perfluorooctyl trichorosilane Anti-sticking layer 0.49 

FDTS Tridecafluoro-1,1,2,2,tetrahydrooctyl trichorosilane Anti-sticking layer  

註：介面斷裂能(interfacial fracture energy)係用評估 SAM 與壓克力系紫外光硬化光阻於壓合硬化後斷裂所需之能量，此值以 4

點彎曲法(four point bending test)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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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Ecergy(eV)                      Binding Ecergy(eV) 

圖㆓ 

(a) FDTS 披覆在石英模板後

表面 XPS 分析，(b)經過紫外

光壓㊞製程 10 次後表面 XPS

分析[4]。 

 

 

譜，由光譜分析發現 F 原子在 10 次壓印後減少了

28%，其原因可能為當紫外光照射時-CF3 會吸引光

阻(SU-8)中自由基所提供的電子，反應並形成揮發性

氟化物而自 FDTS 逃離。這樣的現象在不同類型的

紫外光光阻都有被報導，例如甲基丙烯酸酯、乙二

烯醚、壓克力光阻。雖然 FDTS、FOTS 有較低的表

面能，但要能應用在紫外光壓印模板的抗沾粘處

理，還必須克服使用壽命的問題。 

2. 類鑽石薄膜(Diamond like carbon films, DLC) 

DLC 薄膜為一混合 sp2與 sp3鍵結之非結晶性薄

膜，有許多特性也與鑽石相似，因而得名類鑽石

(diamond like)，表三為 DLC 膜常見之特性，由於

DLC 薄膜具有非常好的化學惰性、奈米級的平坦

度、高硬度，常被應用於模板或刀工具之抗磨耗披

覆[10]及壓印模板抗沾粘披覆[4-6]，且僅管 FDTS 比

DLC 有更低的表面能，DLC 膜的抗沾粘效能較確較

FTDS 佳；其原可由 Owens-Wendt 幾合平均估算法

說明(Owens and Wendt geometric mean approach)；模

板與光阻的粘著力 WAB 為 A 與 B 兩成份極性分量

表面能幾合平均與非極性分量表面能幾合平均之

和，即： 

 

 
 

由於 DLC 具有比較小的非極性(dispersive or 

non-polar)分量，而大部份的 UV 光阻具有較高的非

極性分量，因此 DLC 與光阻間(SU-8)的粘著力較

小，如表四所示。儘管 DLC 在各方面之特性均相當

突出，但仍有缺點，即 DLC 之紫外光穿透性極差，

膜厚 45nm 之 DLC 薄膜在波長 365nm 時紫外光穿率

僅 45%(參考圖三)，因此在從透明模板側照射紫外光

的壓印方式下，DLC 膜不可太厚，通常在<100nm。 

 

表㆔  DLC 薄膜㈵性[9] 

高的可見光與紅外光穿透性 (能隙=1.0-4.0eV) 

化學惰性 (可耐酸、鹼及有機溶劑) 

硬度高 (5-80Gpa) 

磨擦係數低 <0.01~0.7 

奈米級膜平坦度 

 

表㆕  DLC/FDTS 與光阻粘著力計算[4] 

Surface energy(mJ/m2), 
γ=γp+γd 

sample 
γp γd γ 

WA-SU-8 

(mJ/m2) 

FDTS 2.3 27.5 29.8 35.0 

DLC 21.7 14.4 36.1 32.5 

Cured SU-8 4.0 37.2 41.2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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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㆔  不同厚度 DLC 膜之紫外光穿透率[4] 

 

3. 含氟類鑽石薄膜(Fluorinate Diamond like carbon 

films, or Fluorine-doped Diamond like carbon films, 

F-DLC) 

由於 DLC 特性相當優異，許多研究者研究在

DLC 成長過程中加入其他元素，如 F、Si、N、O 甚

至金屬原子，試圖改善 DLC 膜之表面特性及與對手

材料之界面作用力，例如 F 原子之摻雜，可使 DLC

之水滴接觸角由大約 65°提高至約 110°；表面能由約

40mJ/M2含降至約 20 mJ/M2。F 原子的摻雜還可改善

DLC 膜對紫外光的透光性，如圖四所示為厚度

200nm 之 F-DLC 膜，隨著 F 含量提高，紫外光穿透

率也快速增加，當然隨著 F 含量提高，DLC 膜之硬

度則相對下降，F 含量 25%時，硬度僅 DLC 之三分

之一[5]；另由於 C-F 之鍵能較 C-H 鍵高(C-F 鍵鍵

能：552 kJ/mole, C-H 鍵鍵能：413 kJ/mole)，因此含

F 量高之 DLC 熱穩定性較佳含氫 DLC 高。由文獻資

料顯示 F-DLC 應用於紫外光壓印模板之抗沾粘效果

優異，圖案結構轉印率高，並可有效提高模板之使

用壽命。 

㆓、軟性基材的表面處理 

為了在壓印製程得到品質良好的圖案結構，壓

印前對(來料)軟性基材進行清潔相當重要；由於材料

在包裝、運送、保存時，多少因為環境的變異造成

在基材上沾附或多或少之污染，只要一個分子層厚

度的污染即可能造成後續光阻與基材的附著不良。 

圖㆕  不同 F 濃度之紫外光穿透率[5] 

 

但軟性塑膠基材容易在水洗過程吸附大量的水份，

除了後續需要烘烤趕走水份外，更可能在烘烤時再

次造成污染，或者因含水量變化，造成尺寸改變，

增加後製程的困難度。因此若能以乾式方式對軟性

基材清潔，將可省去許多麻煩，相對也可節省可觀

的生產成本。 

大氣電漿[11]因為不需要真空腔體，處理效果

佳，速度快，因此是乾式清潔的首選，R2R 製程最

常見的電漿為電暈放電，電暈放電因為電極與被處

理物直接面對，所以放電效果佳，但它絲狀放電特

性，易造成較差之均勻性，甚至容易打傷材料；電

暈放電的另一個缺點是不適合處理導電材料，當電

暈放電遇到導電材料時，容易造成電漿集中放電而

似閃電般將材料擊傷，如圖五所示。因此對於像是

軟性顯示器或軟性電子，在軟性板材上已佈上線路

或元件之場合，並不適合應用電暈電漿。適合用來

處理軟性顯示器或軟性電子基材的大氣式電漿必須

不對基材放電，不會像閃電般將基材擊傷。圖六為

國內廠商自行開發適合用在 R2R 製程之兩款大氣式

電漿，圖六(a)為陣列式噴射電漿(plasma jet array)，

具有相當高之電漿密度，因此清潔效果佳，處理速

度快，電漿有效距離較長(約 3-10mm)，當所處理之

基材寬度愈大時，需要合併更多之電漿單元，成本

相對較高。圖六(b)遠距離 DBD 電漿，其特點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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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㈤ 

電暈電漿對 TFT-LCD 基板所

造成的損壞 

 

 

50mm 
 

(a)                              (b) 

圖㈥ 

(a) 陣列型點狀噴

射式電漿 

(b) 遠距式 DBD 電

漿 

 

  
(a)                              (b) 

圖㈦ 

PET 基材經大氣電

漿處理前後之㈬滴

接觸角 

(a)處理前 76° 

(b)處理後約 40° 

 

 

寬度成本較低，電漿均勻性較佳，適合大面積之材

料清潔；但缺點為電漿有效距離較短(約 1-5mm)，電

漿密度較低，電漿清潔速度較慢。 

圖七為 PET 基材經大氣電漿處理前後之水滴接

觸角變化，處理前為 76°，處理後為 40°，顯示經大

氣電漿處理後確實提升 PET 表面之親水性，及表面

能。由 XPS 表面分析及 AFM 量測發現大氣電漿除

了可以清除材料表面油污外，兼具表面改質與表面

粗化的效果，如圖八及圖九所示。 
 

圖㈧  塑膠表面經大氣電漿粗化處理之 A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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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㈨  電漿處理前後 XPS C1s 光譜 

㆔、抗眩膜模板表面 DLC 膜披覆處理脫模性測試 

圖十為鋁質抗眩膜模板以 PECVD 方式披覆

DLC 膜前後之水滴接觸角變化，由披覆前 67°升至度

披覆之 99°。圖十一為模板脫模測試，沒有披覆 DLC

膜的模板，在與光阻接觸硬化後，便與光阻緊密結

合(如圖十一(a)圓圈所示)，無法脫模；有披覆 DLC

膜的模板則可以順利脫模。 

結論 

R2R 壓印製程大幅降低軟性顯示器及軟性電子

微結構製作成本，但 R2R 壓印製程要能順利進行，

模板與軟性基材的表面處理相當重要，選對處理方

式才能真正降低成產成本與程製品質。模板表面披

覆DLC膜可有效改善模板與硬化光阻之脫模性及圖

案轉移率；F-DLC 之抗沾粘性與耐用性高於 DLC 與

SAM。電漿對基材表面處理則可以提升光阻於基材

附著性及圖案轉移率，陣列型噴射電漿與遠距式

DBD 電漿不會造成電路及微結構損傷是最適合用來

處理軟性顯示器及軟性電子電漿清潔方法。 

 

 

  
(a)                              (b) 

圖㈩ 

模板披覆 DLC 膜前後

之㈬滴接觸角 

(a) 披覆前 67° 

(b) 披覆後 99° 

 

 
(a)                              (b) 

圖㈩㆒ 

模板與光阻脫模測試 

(a)模板㆖沒㈲披覆

DLC 膜， 

(b)模板㆖披覆 DLC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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