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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强激光光学元件加工技术，公开

了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

清洗方法，实施步骤包括：测量待清洗样品表面

Sol‑gel减反射膜的膜层厚度h；使用玻璃夹具对

待清洗样品进行装夹；将待清洗元件连同玻璃夹

具装入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将离子束机床工作

腔抽真空，然后通入惰性气体；对待清洗样品进

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去除待清

洗样品表面膜层厚度h的Sol‑gel减反射膜层。本

发明工艺流程简单、可操作性强、能保证清除熔

石英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并确保在清洗的

过程中改善表面质量，不产生含放射性污染的含

氚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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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于实施步骤包括：

1)测量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的膜层厚度h；

2)使用玻璃夹具对待清洗样品进行装夹；

3)将待清洗元件连同玻璃夹具装入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

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然后通入惰性气体；

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去除待清洗样品表面膜层厚

度h的Sol‑gel减反射膜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的详细步骤包括：

1.1)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透射率光谱；

1.2)根据透射率光谱确定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λmax；

1.3)根据h＝5λmax/24计算得到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的膜层厚度h，其中

λmax为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1)中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透射率光谱时，检

测波段为240nm～800nm，测量过程中采样间隔为0.5nm，扫描速度300nm/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时真空度不小于1×10‑5M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为Ar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时采用的工艺参数为：入

射离子能量ε＝600eV，峰值束流密度J＝20mA/cm2，等离子体加工效率1.82×10‑3mm3/min，

等离子体入射角度θ＝0°，清洗轨迹为光栅式扫描，整个过程中的材料去除量δ大于膜层厚

度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5)之后还包括下述步骤：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惰性气体至回收气体罐，通入新的

惰性气体，等待清洗后的样品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后取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通入新的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通入新的惰性气体为Ar气。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的时间为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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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强激光光学元件加工技术，具体涉及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

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用于去除熔石英表面Sol‑gel凝胶减反射膜层。

背景技术

[0002] 熔石英是高功率激光装置中应用最普遍的光学材料。在光学系统中，熔石英材料

被广泛应用于制备透镜、窗口和屏蔽片等光学元件，并镀Sol‑gel减反射膜增强光学性能。

但是熔石英元件常处于高通量强激光辐射下，元件表面及材料内部会发生一系列不可逆

的、灾难性的激光诱导损伤，当元件损伤点面积总和超过一定比例后，元件将视为彻底损坏

而下架。

[0003] 下架后的熔石英光学元件进入返修阶段首先就要去除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

目前去除熔石英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的方法主要以化学湿刻蚀这类膜层清洗方式

为主。由于长期运用于高功率激光装置，下架后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内含

大量氚等放射性污染，一片下架的窗口元件在一个化学湿法刻蚀去除放射性膜层过程中会

产生将近500L含氚废液。这些含氚废液环境危害大，处理成本高，难度大。因此，急需要引入

新型的不产生含氚废液的Sol‑gel凝胶减反射膜层清洗工艺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0004] 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是利用一定能量的惰性气体离子束流轰击样品表面，通

过与样品表面的原子或分子发生碰撞进行能量交换，当原子或分子获得的能量足以脱离表

面时就实现了元件表面材料的原子量级去除。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是一种可控的，高

稳定性的，干法清洗工艺，去除待清洗元件表面反射性污染物的同时，不会产生难处理的含

氚废液。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保持光学元件表面面形精度，改善表面粗糙度，还不会在清洗过

程中破坏基体材料，是一种无损清洗方式，有望成为下架后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

反射膜清洗的新方法。目前，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技术用于下架后熔石英光学元件表

面Sol‑gel减反射膜清洗尚未见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

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本发明为能满足下架后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

反射膜清洗的干法刻蚀工艺，能去除表面减反射膜的同时不恶化元件表面粗糙度，保持熔

石英表面面形精度，具有工艺流程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优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实施步骤包括：

[0008] 1)测量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的膜层厚度h；

[0009] 2)使用玻璃夹具对待清洗样品进行装夹；

[0010] 3)将待清洗元件连同玻璃夹具装入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

[0011] 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然后通入惰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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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去除待清洗样品表面膜

层厚度h的Sol‑gel减反射膜层。

[0013] 优选地，步骤1)的详细步骤包括：

[0014] 1.1)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透射率光谱；

[0015] 1.2)根据透射率光谱确定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λmax；

[0016] 1.3)根据h＝5λmax/24计算得到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的膜层厚度h，其

中λmax为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

[0017] 优选地，步骤1.1)中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透射

率光谱时，检测波段为240nm～800nm，测量过程中采样间隔为0.5nm，扫描速度300nm/min。

[0018] 优选地，步骤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时真空度不小于1×10‑5MPa。

[0019] 优选地，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为Ar气。

[0020] 优选地，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

[0021] 优选地，步骤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时采用的工

艺参数为：入射离子能量ε＝600eV，峰值束流密度J＝20mA/cm2，等离子体加工效率1.82×

10‑3mm3/min，等离子体入射角度θ＝0°，清洗轨迹为光栅式扫描，整个过程中的材料去除量δ

大于膜层厚度h。

[0022] 优选地，步骤5)之后还包括下述步骤：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惰性气体至回收气

体罐，通入新的惰性气体，等待清洗后的样品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后取出。

[0023] 优选地，所述通入新的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通入新的惰性气体为Ar气。

[0024] 优选地，所述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的时间为3小时。

[0025]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下述优点：

[0026] 1 .本发明工艺流程简单，可操作性强，环境友好。首先确认待清洗样品的膜层厚

度，然后利用惰性气体清洗Sol‑gel减反射膜层，去除深度精确可控，且不会产生含放射性

污染的含氚废液。

[0027] 2、本发明可以保证不破坏表面质量，由于熔石英元件在高精度的强光光学系统中

广泛应用，系统对元件的表面质量和表面精度有极高的要求，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在

处理过程中，能够保持下架熔石英元件的高精度高表面质量，不会破坏熔石英光学元件基

体原有光学性能，大大提高了下架元件返修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方法的基本流程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对熔石英元件基底和Sol‑gel减反射膜两种材料在不同清

洗参数下清洗效率对比表。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工艺参数去除函数图像。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离子束在元件上的清洗轨迹。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逐层清洗后的下架熔石英元件样品的表面形貌。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干法清洗后的表面透射率变化情况。

[003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清洗后的表面拉曼光谱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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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文将以一块50mm×50mm×3mm的方形下架熔石英元件(表面双面镀Sol‑gel减反

射膜)为例，对本发明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

说明。

[003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熔石英光学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清洗方法的实施步

骤包括：

[0037] 1)测量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层的膜层厚度h；

[0038] 2)使用玻璃夹具对待清洗样品进行装夹；

[0039] 3)将待清洗元件连同玻璃夹具装入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可避免离子溅射引入新

的污染；

[0040] 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然后通入惰性气体；

[0041] 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去除待清洗样品表面膜

层厚度h的Sol‑gel减反射膜层。

[0042] 本实施例中，步骤1)的详细步骤包括：

[0043] 1.1)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透射率光谱；本实施

例中采用的分光光度计具体为日立公司的U4100分光光度计。

[0044] 1.2)根据透射率光谱确定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λmax；

[0045] 1.3)根据h＝5λmax/24计算得到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的膜层厚度h，其

中λmax为最高透射率所在的波长。本实施例中，最终计算得到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

射膜的膜层厚度h约为73nm。

[0046] 本实施例中，步骤1.1)中采用分光光度计对待清洗样品表面透射率进行测量得到

透射率光谱时，检测波段为240nm～800nm，测量过程中采样间隔为0.5nm，扫描速度300nm/

min。

[0047] 本实施例中，步骤4)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抽真空时真空度不小于1×10‑5MPa。

[0048] 本实施例中，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为Ar气。

[0049] 本实施例中，步骤4)通入惰性气体时，通入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

[0050] 本实施例中，步骤5)对待清洗样品进行一次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工艺时采用

的工艺参数为：入射离子能量ε＝600eV，峰值束流密度J＝20mA/cm2，等离子体加工效率

1.82×10‑3mm3/min，等离子体入射角度θ＝0°，清洗轨迹为光栅式扫描，整个过程中的材料

去除量δ大于膜层厚度h。一般而言，整个过程中的材料去除量δ取值为约等于膜层厚度h×

130％，本实施例中最终计算得到待清洗样品表面Sol‑gel减反射膜的膜层厚度h约为73nm，

整个过程中的材料去除量δ为100nm。

[0051] 本实施例中，步骤5)之后还包括下述步骤：将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惰性气体至回

收气体罐，通入新的惰性气体，等待清洗后的样品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后取出。

[0052] 本实施例中，通入新的惰性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分钟，通入新的惰性气体为Ar气。

[0053] 本实施例中，在离子束机床工作腔内自然冷却的时间为3小时。

[0054] 图2所示为本实施例中对熔石英元件基底和Sol‑gel减反射膜两种性质的材料，在

不同清洗参数下清洗效率对比表格的照片，由于Sol‑gel减反射膜附着在熔石英元件基底

上，为了更好的保护基底表面质量和表面面形精度，优选出一组材料去除效率比(Sol‑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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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反射膜去除效率/熔石英基底去除效率)最大的一组清洗参数。图3为本实施例中的优选

工艺参数去除函数图像，Sol‑gel减反射膜上单位去除材料量的形状为高斯型，去除效率稳

定可控。图4为本实施例中离子束在元件上的清洗轨迹，使用交错的光栅路径，避免元件上

出现过高的热效应。图5为本实施例中初始以及惰性气体离子束逐层清洗后的下架熔石英

元件表面形貌。利用原子力显微镜(Atom  Force  Microscope，AFM，测量结果使用BRUKER 

Dimension 原子力显微镜进行测量，测量模式为智能扫描ScanAnsys  Mode)测量得

到表面粗糙度的结果，测量区域范围为10μm×10μm，在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过程中，表

面粗糙度值逐步得到改善。图6为本实施例中初始以及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后的表面

透射率变化情况。惰性气体离子束清洗前，即初始的下架元件表面透射率最高达到100％，

对应的波长为351nm，依据经验公式获得膜层厚度约为73nm。当下架熔石英元件单面Sol‑

gel减反射膜被清洗完成是，透射率下降。当下架熔石英元件两面Sol‑gel减反射膜均被清

洗后，透射率情况与基底相同。图7为本实施例中初始以及惰性气体离子束干法清洗后的表

面拉曼光谱变化情况，利用拉曼光谱仪(使用上海复享公司nova拉曼光谱仪进行表面拉曼

光谱测量，测量激光波长为785nm，光谱范围175～4000cm‑1)通过对比拉曼峰可知，当下架熔

石英元件表面Sol‑gel减反射膜被清洗后，拉曼光谱情况与熔石英材料初始基底相同，说明

当Sol‑gel减反射膜去除后，暴露出的基底材料特性与熔石英材料初始基底相同。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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