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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

的装置及方法，装置包括一个底座，一个设置在

底座上的外壳，所述底座上设有加载端，薄膜试

样放置在加载端并与外壳上部的简支固定端相

接，在加载端下方设有一个旋进导杆，薄膜试样

通过溅射测试电极与电源相连。通过将圆形薄膜

在其半径处通过精密导杆控制进给位移S，利用

静力学平衡和弹性薄板的挠度理论，可以得到中

间圆板的挠度方程，当半径等于R0时，二部分的

挠度值相等，通过精密螺纹行程，可以得到半径

在R与R0之间的圆板的即进给位移S的大小，进而

计算出中间圆形薄膜周向应变和径向应变值，采

用3ω测量方法测量薄膜的热导率，既实现了薄

膜在不同应变下的热导率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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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底座(3)，一个设置在底

座(3)上的外壳(2)，所述底座(3)上设有加载端(6)，镀有薄膜的基底(5)放置在加载端(6)

并与外壳(2)上部的简支固定端(4)相接，在加载端(6)下方设有一个精密导杆(7)，镀有薄

膜的基底(5)上溅射有测试电极和一根金属条，测试电极与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检测

系统相连，并连接至计算机；

通过精密导杆(7)的旋进位移S使得镀有薄膜的基底(5)上的薄膜产生应变，通过控制

进给位移S来控制薄膜应变的大小，通过向测试电极通入周期性电流Iω，计算机读取从测试

电极采集的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薄膜的热导率；

所述外壳(2)为带有圆孔的扣盖状，简支固定端(4)在圆孔内沿底部呈凸起状；所述加

载端为圆盘状，在盘面顶部周边设有呈凸起的加载圆环半球(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载圆环

半球(1)与镀有薄膜的基底(5)接触为线接触，且接触面在同一个水平面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表面

按照3ω测薄膜导热率方法溅射四个焊盘，采用MEMS工艺将一根几何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

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四个焊盘连接金属条，所述焊盘包括两个电流焊盘和两个电压焊盘作

为测试电极，其形状为两对电流正负极端子和电压正负极端子按照π形分布在金属条端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载端

(6)的最大压入深度与薄膜的厚度相同。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精密导杆(7)

的螺距精确度与镀有的薄膜厚度的比值不大于10-2。

6.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

述步骤：

1)在半径是R的圆形基底上均匀的沉积一层厚度是t、杨氏模量E、泊松比为μ的待测薄

膜；

2)在小于半径R0的镀有薄膜的基底表面溅射测试电极，同时采用MEMS工艺将一根几何

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其中，R0＜R，R0为加载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加载

端圆心的距离；

3)通过精密导杆施加一个位移S，对应到加载端的加载圆环半球与简支固定端在薄膜

上产生一个相应的周向应变εθ，即为待测材料的应变；

4)将步骤2)已经制备好的基底放在装置加载端的加载圆环半球表面，对测试电极的两

个电流焊盘通入周期性电流Iω，将电压测试电极接到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检测电路

中，利用计算机直接读取采集的数据，待数据稳定后，记录此时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

5)通过控制进给位移S，来控制应变的大小，以应变为自变量，通过计算机读取的3ω谐

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薄膜的热导率k。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得到应变与

位移S有如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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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是薄膜的厚度、μ为泊松比，R0为加载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加载端圆心的距离，R

为加载圆环半球与基底接触轮廓的半径，S为精密导杆的位移。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的热导

率k与谐波的成分U3ω通过下式得到：

式中，k为热导率，P/l分别表示金属条加热膜单位长度的加热功率，ΔT表示温度波动，

U0表示基波电压，R’0为金属条初始电阻值，dR’/dT表示电阻随温度的变化率，U3ω表示含有3

ω谐波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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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机电系统MEMS器件装置，特别是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性能优良的薄膜器件应运而生，其

中，在热场下工作的MEMS器件类型越来越多，用量也越来越大，例如微型红外光源、微气体

传感器、高温MEMS压力传感器，工作温度达数百甚至上千摄氏度，并存在交变温度场，这对

薄膜结构与材料服役的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在传感器领域，测量一些基本物理量

时，器件难免会发生相应的形变，产生应变，薄膜的应变反应了薄膜的内部状态，是决定薄

膜完整性的重要因数，也是决定器件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重要因数之一，当薄膜的应变过大，

可能会出现断裂、塑形变形、脱落，使薄膜损伤，进而使整个器件失去工作能力，针对半导体

薄膜材料的研究表明，应变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的结构及其性质的调控作用起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例如半氟化的单层氮化镓纳米薄膜可以通过应变来实现铁磁化和反铁磁化相互转

变，同时薄膜器件的热导率直接影响器件散热效率。

[0003] 例如在专利(授权公告号CN  103822736  B)“一种确定周边夹紧的圆薄膜集中力下

薄膜应变值的方法”(何晓婷、孙俊贻、郑周练、蔡珍红等)中，采用一个带有无摩擦平底的圆

柱作为加载轴，在圆薄膜的中心处施加一个横向载荷，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某点处的薄

膜应力值，不同的半径对应不同的应力值，也就是不同的应变，但是这种方法不同半径处的

应变是不相等的，这不能满足我们对应变的需求；例如在专利(授权公告号CN  102001617 

B)“一种柔性电子器件位移加载装置及方法”(冯雪、蒋东杰、王永)中，详细的阐述了利用直

流电源、支架、导轨、弹簧等来达到需要的薄膜的应变的方法，通过控制直流电流的大小，间

接得到应变的大小，这种方法得到的应变不是线性的，并且装置复杂，依旧满足不了需求。

[0004] 因此研究薄膜器件中应变与材料的热导率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薄膜材

料的热导率与应变的关系，直接影响材料的使用性能，热导率对MEMS器件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和潜在的应用价值。这就需要在确定温度下，研究材料应变与热导率的关系，材料的应

变必须满足测量区域内应变是相等的要求。因此，研究一种周边简支固定的圆形薄膜承受

集中圆环载荷下薄膜应变与薄膜热导率的装置，使得其简单易于实现，并且理论方法成熟

可靠成为目前本领域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周边简支固定的

圆形薄膜承受集中圆环载荷下薄膜应变与薄膜热导率的装置。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一种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包括一个底座，一个设置在底座上的外壳，所

述底座上设有加载端，镀有薄膜的基底放置在加载端并与外壳上部的简支固定端相接，在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6813718 B

4



加载端下方设有一个精密导杆，镀有薄膜的基底上溅射有测试电极和一根金属条，测试电

极与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检测系统相连，并连接至计算机；

[0008] 通过精密导杆的旋进位移S使得镀有薄膜的基底上的薄膜产生应变，通过控制进

给位移S来控制薄膜应变的大小，通过向测试电极通入周期性电流Iω，计算机读取从测试电

极采集的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薄膜的热导率。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外壳为带有圆孔的扣盖状，简支固定端在圆孔内沿底部呈凸起状；

所述加载端为圆盘状，在盘面顶部周边设有呈凸起的加载圆环半球。

[0010] 进一步，所述加载圆环半球与镀有薄膜的基底接触为线接触，且接触面在同一个

水平面内。

[0011] 作为优选，所述薄膜表面按照3ω测薄膜导热率方法溅射四个焊盘，采用MEMS工艺

将一根几何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四个焊盘连接金属条，所述焊盘包括

两个电流焊盘和两个电压焊盘作为测试电极，其形状为两对电流正负极端子和电压正负极

端子按照π形分布在金属条端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加载端的最大压入深度与薄膜的厚度相同。

[0013] 进一步，精密导杆的螺距精确度与镀有的薄膜厚度的比值不大于10-2。

[0014] 本发明相应给出了一种利用所述装置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方法，包括下述步

骤：

[0015] 1)在半径是R的圆形基底上均匀的沉积一层厚度是t、杨氏模量E、泊松比为μ的待

测薄膜；

[0016] 2)在小于半径R0的镀有薄膜的基底表面溅射测试电极，同时采用MEMS工艺将一根

几何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其中(R0＜R)R0为加载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

加载端圆心的距离；

[0017] 3)通过精密导杆施加一个位移S，对应到加载端的加载圆环半球与简支固定端在

薄膜上产生一个相应的周向应变εθ，即为待测材料的应变；

[0018] 4)将步骤2)已经制备好的基底放在装置加载端的加载圆环半球表面，对测试电极

的两个电流焊盘通入周期性电流Iω，将电压测试电极接到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检测电

路中，利用计算机直接读取采集的数据，待数据稳定后，记录此时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

小；

[0019] 5)通过控制进给位移S，来控制应变的大小，以应变为自变量，通过计算机读取的3

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薄膜的热导率k。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该装置结构简单，易于操作，薄膜产生的应变数量级的大小，以及薄膜应变在一个

确定的区域内无明显变化的特点，完全满足测量薄膜不同应变下的热导率的要求；测量方

法成熟可靠，并且能够实际应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加载装置的主视图。

[0023] 图2(a)-(c)分别为加载外壳的主视图、侧视图和俯视图。

[0024] 图3为溅射测试电极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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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为3ω法测量薄膜热导率时电极连接示意图。

[0026] 图5为薄膜、基底、焊盘位置示意图。

[0027] 图6为半径R0与应变关系图。

[0028] 图7为导杆行程与应变关系图。

[0029] 图中：1-测量装置的加载圆环半球；2-外壳；3-底座；4简支固定端；5-镀有薄膜的

基底；6-加载端；7-精密导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并不作为对发明做任何限

制的依据。

[0031] 如图1、图2(a)-(c)所示，本发明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装置，包括一个底座3，

一个设置在底座3上的外壳2，底座3上设有加载端6，镀有薄膜的基底5放置在加载端6并与

外壳2上部的简支固定端4相接，在加载端6下方设有一个精密导杆7，镀有薄膜的基底5上溅

射有测试电极和一根金属条，测试电极与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检测系统相连，并连接

至计算机；通过精密导杆7的旋进位移S使得镀有薄膜的基底5上的薄膜产生应变，通过控制

进给位移S来控制薄膜应变的大小，通过向测试电极通入周期性电流Iω，计算机读取从测试

电极采集的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薄膜的热导率。

[0032] 该装置的外壳为带有圆孔的扣盖状，简支固定端4在圆孔内沿底部呈凸起状；所述

加载端为圆盘状，在盘面顶部周边设有呈凸起的加载圆环半球1。薄膜试样基底材料的具有

较高的弹性模量，基底最好是圆形，上下表面要足够的光滑，保证测试材料均匀分布在基底

表面，直径可以根据装置的实际大小来定。

[0033] 如图3、图4所示，薄膜表面严格按照3ω测薄膜导热率方法溅射四个焊盘，采用

MEMS工艺将一根几何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四个焊盘连接金属条，焊盘

包括两个电流焊盘和两个电压焊盘作为测试电极，其形状为两对电流正负极端子和电压正

负极端子按照π形分布在金属条端部。

[0034] 在镀有薄膜的基底5表面镀有一层薄膜，并且镀有薄膜的基底5的最大压入深度与

薄膜的厚度相同。旋进精密导杆7的螺距精确度与镀膜厚度的比值不大于10-2。加载圆环半

球1与镀有薄膜的基底5接触为线接触，且接触面在同一个水平面内。

[0035] 本发明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具体方法是：

[0036] 将厚度是t、杨氏模量E、泊松比为μ、半径是R的圆形薄膜，采用周边简支固定方式，

通过一端是半径为a的圆环半球体的精密导杆控制进给位移S，精密导杆所在的圆环半球施

加载荷时应保持和圆形薄膜在同一个轴线上，利用静力学平衡和弹性薄板的挠度理论，可

以得到中间圆板的挠度方程，利用类似的方法分析得到半径在R0和R之间的圆板的挠度方

程，分析表明应变的大小仅仅是位移S的函数，由连续性原则得到，当半径等于R0时，二部分

的挠度值相等，通过精密螺纹行程，可以得到半径在R0和R之间的圆板的扰度值(即进给位

移S的大小)，进而计算出中间圆形薄膜周向应变和径向应变值，采用3ω测量方法测量薄膜

的热导率，既实现了薄膜在不同应变下的热导率的测量。

[0037] 具体方法如下：

[0038] 步骤一：如图5所示，在半径是R的圆形基底上均匀的沉积一层厚度是t、杨氏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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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泊松比为μ的待测薄膜。

[0039] 步骤二：如图4和图5所示，在小于半径R0的镀有薄膜的基底表面溅射测试电极，同

时采用MEMS工艺将一根几何尺度为微米级的金属条制作在薄膜表面，其中，R0＜R，R0为加载

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加载端圆心的距离。

[0040] 步骤三：在其半径R0(R0＜R)处通过精密导杆施加一个较小的位移S，对应到加载端

的加载圆环半球与简支固定端在待测薄膜上产生一个相应的周向应变εθ，即为待测材料的

应变。采用周边简支固定方式，通过一端是半径为a的圆环半球体的精密导杆控制进给位移

S，精密导杆上的半球在施加载荷的时候应保持和圆形薄膜在同一轴线位置，基于这个轴对

称圆形薄膜问题的静力学以及挠度理论分析如下。

[0041] 首先对R0<r<R圆环薄膜基底进行分析，薄膜基底受到的横向剪力是：

[0042]

[0043] 带入到相应的平衡方程：

[0044]

[0045]

[0046] 薄膜厚度是t、杨氏模量E、泊松比为μ；D表示的圆形薄膜基底的抗弯刚度；ω(r)表

示薄膜基底挠度方程；Qr表示受到的横向剪力；F表示圆环集中载荷力。

[0047] 对r连续积分三次，得到R0<r<R圆环薄膜基底挠度方程：

[0048]

[0049] 代入相应的边界条件：

[0050] r＝R,ω(r)＝0,Mr＝0；r＝R0,Mr＝0

[0051]

[0052] Mr表示的圆形薄膜基底受到的径向弯矩。

[0053] 得到R0<r<R圆环薄膜基底挠度方程是：

[0054]

[0055] 当r＝R0时，S＝ω(r)，可进一步得到圆环集中载荷F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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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再对中间圆形薄膜基底r≤R0进行分析，此时受到的剪力是：

[0058] Qr＝0

[0059] 带入到相应的平衡方程：

[0060]

[0061]

[0062] 对r连续积分三次，得到r≤R0圆薄膜基底挠度方程：

[0063]

[0064] 代入相应的边界条件：

[0065] r＝0,θ1(0)＝0；r＝R0,ω1(R0)＝ω(R0) ,θ1(R0)＝θ(R0)

[0066]

[0067]

[0068] θ1(r)表示的是半径不大于R0的圆形薄膜基底的转角，θ(r)表示的是半径在R与R0

之间的圆环薄膜基底的转角。

[0069] 同时知道径向应变和周向应变与挠度的关系是：

[0070]

[0071]

[0072] 其中z表示的是薄膜基底距离中性面的厚度值，若是圆薄膜的表面则：

[0073]

[0074] 由以上得知，即径向应变和周向应变只与C1有关，得到r≤R0圆薄膜基底挠度方程

ω1(r)中C1是：

[0075]

[0076] 最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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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0079] 当r＝R0，利用S＝ω(R0)＝ω1(R0)关系可进一步可得到：

[0080]

[0081] 式中t是薄膜的厚度、μ为泊松比，R0为加载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加载端圆心的

距离，R为加载圆环半球与基底接触轮廓的半径，S为精密导杆的位移。

[0082] 结论：

[0083] (1)此时应变表示的是中间薄膜(半径不大于R0)的应变，可以看出应变的大小是

导杆位移S的函数，由以上公式得到εθ与导杆位移S是线性关系；

[0084] (2)周向应变εθ与加载端上的加载圆环半球到加载端圆心的距离R0具有函数关系。

通过导杆螺纹行程即位移S，得到周向应变εθ，在圆形薄膜表面溅射测试电极，以周向应变εθ

作为度量圆形薄膜表面的应变，采用3ω方法测量薄膜的热导率。

[0085] 3ω测量方法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测试薄膜热导率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条较薄的电

传导的金属线被沉积在待测样品上，测试电极形状与位置见图3与图4。在标注电流的二个

焊盘上通入频率是ω的周期性电流Iω，这条金属条既是加热器又是温度传感器，金属条上

将会产生频率为2ω的焦耳热，热扩散波的幅值和相位根据材料的热导率k和比热容c来变

化，通过加热器测得的电压包含一个的3ω谐波的成分U3ω，这部分电压就是材料的热物性

产生的信息。相关理论已经证明U3ω与k存在f(U3ω,k)函数关系。

[0086] 步骤四：将步骤二已经制备好的基底放在装置加载端的加载圆环半球表面，对测

试电极的两个电流焊盘通入周期性电流Iω，将电压测试电极接到外部具有锁相放大模块的

检测电路中，利用计算机直接读取采集的数据，待数据稳定后，记录此时3ω谐波的成分U3ω

的大小。

[0087] 步骤五：通过控制进给位移S，来控制应变的大小，以应变为自变量，通过计算机读

取的3ω谐波的成分U3ω的大小得到待测薄膜的热导率k。

[0088] 所述薄膜的热导率k与谐波的成分U3ω通过下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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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0091]

[0092] 式中，k为热导率，P/l分别表示金属条加热膜单位长度的加热功率，ΔT表示温度

波动，U0表示基波电压，R’0为金属条初始电阻值，dR，/dT表示电阻随温度的变化率，U3ω表示

含有3ω谐波的电压。

[0093] 此方法理论依据强，薄膜产生的应变数量级的大小，以及薄膜应变在一个确定的

区域内大小一致的特点，完全满足测量薄膜不同应变下的热导率的要求；测量方法成熟可

靠，并且能够实际应用。

[0094] 其中上述所有参量均采用国际单位制。

[0095] 下面给一个具体实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96] 选用的材料是铝，具体的参数是：载荷半径R0＝20mm，薄膜半径R＝35mm，泊松比μ

＝0.33，弹性模量E＝68.9Gpa，厚度t＝0.8mm。

[0097] 此时选择导杆进给长度即位移S＝0.2mm，通过相应的公式得到F的大小是：

[0098] F＝111.7505N

[0099] εr＝εθ＝2.8767×10-4

[0100] 通过实际的计算与分析，此时应变的数量级大小满足需求。

[0101] 接着用多个数值进行计算，此时R0从5mm开始均匀增加1mm到20mm为止，得到图6。

[0102] 另一个理论测试条件是：R0是20mm，薄膜半径R＝35mm，泊松比μ＝0.33，弹性模量E

＝68.9Gpa，厚度t＝0.8mm。导杆行程(压入深度、位移S或者ω1(r)的挠度值)从0.05mm到

0.3mm之间，每隔0.01mm画图，得到如图7。

[0103] 结果分析：半径R0与薄膜应变的关系是对数函数关系，导杆行程(压入深度、位移S

或者ω1(r)的挠度值)与薄膜应变是线性关系，并且应变的大小完全满足要求。

[0104] 最后采用3ω测量方法测量薄膜的热导率，此时的通入的电流的Iω，测试电压U3ω，

最后得到应变ε与热导率k的函数关系f(ε,k)。

[0105] 通过实施例可以看出，本发明测量薄膜应变与热导率的方法通过热导率与应变的

关系，能够确定薄膜的内部状态，满足对应变的需求；有效解决器件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问

题。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6813718 B

10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1

CN 106813718 B

11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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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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