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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警 示

磁控阴极采用隔膜薄板密封冷却，抽真空前请确认靶材已安装，否

则易造成隔膜板变形，甚至导致漏水漏气；

溅射脆性靶材（如陶瓷靶）情况下，请采用背板靶材绑定方式，否

则易造成靶材破裂，甚至导致隔膜板变形；

安装更换靶材时，请确认已关闭进出水管开关,确认已经放掉阴极内

部冷却水，否则会造成隔膜板变形；

磁控阴极开启前，请确认水管内水流畅通，进口水压< 2.5Kg/cm2，

进出口水压压差 >1Kg/cm2；进口水温保持室温约23℃，出口水温

< 60℃；

磁控阴极外壳必须良好接地；

磁控阴极开启前，请确认绝缘屏蔽等已正确安装。请检查磁控阴极

靶材表面与接地之间的绝缘性，通水前电阻 > 1 MΩ，通水后电

阻 > 50 KΩ；

磁控阴极将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严禁在磁控阴极电源未关闭情况

下，进行靶材更换或任何清洗等维护工作；

每次进行靶材更换或任何清洗等维护工作后，请检查磁控阴极靶材

表面与接地之间的绝缘性；

磁控阴极内有强磁场，非专业人士请勿擅自拆装，否则易导致安全

问题；

磁控阴极或磁路模块拆卸放置时，请远离其他导磁性物品，至少保

持50 cm以上距离，否则易导致安全问题;

安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员，请注意远离磁控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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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磁控阴极是真空溅射设备中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性能表现显著影响所沉积

薄膜的质量和效率。

Supro MPR系列矩形平面磁控阴极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进行设计加工，

可以用来满足不同的溅射工艺过程。由于不同客户应用背景不同，某些特征可能

会和本产品手册所描述有些差别，例如安装方式、磁路模块、冷却方式、电气连

接等等；但是基本的原理、使用和维护要求还是有效的。如有相关问题和需求请

直接联系我们。

必备基础知识：

安装使用者需要熟悉磁控溅射真空镀膜基本工艺过程，了解等离子体等基本概念

和基本的真空镀膜设备操作知识和技术。

2. 磁控阴极结构说明

2.1 基本结构

本磁控阴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在不改变可靠性和基础特性参数的情况下与现

有设备进行有效匹配， 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阳极【屏蔽罩】、阴极模块【靶材压条、隔膜压条、隔膜板、阴极体等】、磁路

模块【磁钢和磁轭】、布气系统、安装法兰、水电气阴极外壳外接系统等。

磁控阴极除基本设计外，可根据用户实际使用情况提供其他多种选择，例如：

针对不同工艺类型的磁路模块设计；

安装方式；

布气系统；

阳极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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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磁路模块

MPR系列矩形平面磁控阴极磁场设计是基于非导磁性靶材，典型溅射工艺条件

下进行优化设计，以得到最高靶材利用率，并具有一定合适的靶材厚度范围；明

显小于此厚度或者大于此厚度可能导致靶材利用率不能达到最佳利用率；此外，

溅射电压、工作气压、靶材质量和类型、气体分布、功率密度等工艺参数/因素

也可能影响靶材利用率。

2.3 机械安装

用户可根据具体需要制造相应的支架，利用磁控阴极法兰上预留吊耳，将磁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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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吊装在设备系统所需位置。

具体安装尺寸请参考附件安装图纸

安装注意事项：

操作时请使用无粉尘和绒毛的手套；

注意保护密封接口的表面，避免划伤造成密封失效；

拧紧不锈钢螺栓时，请不要采用电动扳手或快速拧紧，以免螺栓咬死现象发生；

请勿使用润滑剂润滑螺钉，以免污染基片，出现咬死现象时可使用酒精等;

请检查磁控阴极安装外壳是否良好接地；

阴极运输、阴极安装或隔膜板安装后，请进行真空检漏；

如不使用磁控阴极，请将磁控阴极用铝薄包好放入木箱保存完备；

2.4 靶材安装

靶材安装方式分为：

直接水冷：采用螺栓直接固定靶材，适用于需要高溅射功率密度下高强度的金属

靶材，如Al、Ti、Cu靶等。

间接水冷：压条安装和背板绑定安装，前者适用于常规导热性能良好，强度良好

的靶材材料，后者适用于导热性较差或脆性的靶材材料，如陶瓷靶材等。

2.5 冷却水连接

注意：当使用多个磁控阴极时，水管连接请采用并联方式，而不是串联，以免过

低的水压/流量和过高的进水温度。

请采用绝缘的塑料水管【严禁采用金属管】，进出水口水管长度大于1.5米，请

保持水管最大流通直径，不要在水管两端使用内插式接头，以免显著限制水流流

量，越长的水管，越大的流导（流量）损失；

垂直安装的磁控阴极，进水口在下端，出水口在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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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温：

建议采用室温冷却水25-30°C，假如采用制冷水系统，请确认不要低于露点，以

免阴极体内结露，存在绝缘性能下降风险；

出水温度：最高不能超过60°C；

冷却水压：

进出口水压差：～1-2 Kg/cm2，或者保持至少~1L/Min.KW的流量；过低的水压

差/水流量可能导致阴极冷却不充分而磁路模块过热失效；过高的进口水压并不

能显著增加水流量，但却增加了靶材开裂或脱落的危险【采用绑定板材方式时】，

因此建议不要使用过高进水水压，最好不要超过3 Kg/cm2，再过高的阴极内水压

将会导致隔膜背板变形和靶材破裂，甚至漏水【超过5 Kg/cm2】。

水质

水PH值：6-8；不要使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以免腐蚀铜板水道。

电阻值：> 50K Ω【对地】

水管接头

通常采用快插接头，建议不要使用内插式水管接头，以免严重增加水流阻力。

2.6 电路连接

按照磁控阴极工作原理图，对于直流电源，将溅射电源的负极【负电位】与磁控

阴极的阴极体/负极相接，正极应与接地相接。对于孪生磁控阴极，两个靶源互

为阴阳极，因此中频溅射电源输出端分别与孪生磁控阴极的阴极端相接。

由于常规磁控阴极的溅射工作电压较高（～300-1000V）, 使用的连接导线及接

线端子的结构必须保证其耐压超过1000V, 同时保证较大的绝缘间隙，防止潮湿

环境下出现拉弧现象。

2.7 气路连接

将质量流量计（或其他气体流量控制设备）的输出端与磁控阴极气体输入端相连

接即可，在磁控阴极安装完毕后，应首先关闭气源观察供气管道，进行真空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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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确认整个供气管道密封良好。

本阴极气管接头通常采用1/4英寸不锈钢钢管VCO接头或KF16法兰密封接口方

式。

2.8 真空检漏

磁控阴极在真空镀膜机或其他系统上安装完毕后需进行真空检漏，请检查接口法

兰与系统良好密封。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磁控阴极的进气管封闭，进行真空试抽，

观察系统的本地真空度，如无明显降低表示磁控阴极机械安装正确。如发现明显

降低可以用真空检漏仪检漏或与本公司联系。

2.9 电气连接

电器连接接头采用德国专利产品，由不同模块组装而成，其安装方式如下：

剥除绞线绝缘层，将绞线摧入针腔，直到连接体平

齐靠到针上；将强电针绞合固定在位置上，在插接

侧用4*100内六角板手用6Nm力矩拧紧，安装时请

注意阴极电源，接地线对应孔位，安装如图所示：

完成上述安装连接工作，磁控阴极已经具备使用条件。

3. 使用维护说明

危险

本磁控阴极将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操作者不可在磁控阴极电源未关闭时，进

行任何清洗或其他维护工作。

使用前必须确认水冷管道水流畅通，水压水温满足要求；

磁控阴极外壳已经良好接地【外法兰安装模式下】；

磁控阴极开启前请检查磁控靶阴极靶材表面与接地之间电阻大于50KΩ【通冷却

水后】，建议采用摇表检查阴极耐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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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控阴极采用薄隔膜板密封冷却，抽真空前必须确认靶材已安装；溅射脆性靶

材如陶瓷靶等情况下，请采用背板靶材绑定方式，否则容易造成靶材破裂。

3.1 烘烤

烘烤温度：

水冷时：20-180°C
没通水时：20-50°C

注意：即使磁控阴极关闭时，离子源、加热器、灯丝等器件可能会导致磁控阴

极受热，因此，建议开启真空设备后，请保持磁控阴极内冷却水流通畅，以免

阴极磁路模块和温度敏感器件过热失效。

3.2 阴极起辉

基本操作程序：

确认已正确连接水电气和靶材安装；

打开冷却水；

将真空室抽至本底压强；

通入工作气体或反应气体；

开启溅射电源，将溅射电源的电压和电流旋钮均调至最小，逐渐提高电压，当达

到某一数值时，磁控阴极靶材表面激发出辉光等离子体。

工作气压

磁控阴极工作气压大约在0.05Pa-10Pa内【氩气气氛】；

功率密度

磁控阴极功率密度主要取决于靶材安装和冷却方式【直接水冷/间接水冷】以及

靶材材质。

不同材料功率密度典型数值【以供参考，不作为保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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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40-70W/cm2【直接水冷】，～15-20W/cm2【间接水冷】

大部分金属：～20-30W/cm2【直接水冷】，～10-15W/cm2【间接水冷】

介质材料：～5-10W/cm2【绑定靶材方式】

冷却水

注意保持冷却水以规定范围的进出水温度、压力通过阴极，以免阴极以及磁路模

块过度受热失效。

建议采用室温冷却水，假如采用制冷水系统，请确认不要低于露点，以免阴极体

内结露，造成绝缘性能下降风险；出水温度最高不要超过60°C；

冷却水进出口水压差：～1-2 Kg/cm2，或者保持至少~1L/Min.KW的流量；过低

的水压差/水流量可能导致阴极冷却不充分而磁路模块过热失效；过高的进口水

压并不能显著增加水流量，但却增加了靶材开裂或脱落的危险【采用绑定板材方

式时】，因此建议不要使用过高进水压力，最高不要超过3 Kg/cm2。

3.3 靶材

靶材选择

靶材材料尽量选择接近靶材体材料理论密度值的靶材，低致密度靶材包含了杂质

气体，特别是氧气。低劣的靶材质量/致密度可能导致较低溅射速率和较低靶材

利用率，甚至靶材开裂。

靶材绑定

注意绑定时不要污染靶材材料；

绑定材料必须确保之间整面接触，没有空隙，否则空隙处传热效率低而容易过热

导致靶材融化、分裂甚至脱落；靶材背板最好选择和靶材材料热膨胀系数一致的

材料；如果热膨胀系数相差过大，对陶瓷材料等脆性靶材可能导致靶材开裂；例

如对于Si靶材，相对于采用铜背板绑定情况下，采用Mo背板通常可以承受高一

倍的功率密度。不要使用导热胶进行靶材绑定，最好使用铟进行绑定。

陶瓷等脆性靶材或热导率较低的靶材通常应采用背板绑定方式，以保证良好传热

和避免靶材开裂；直接靶材冷却方式可以加载更高得多的功率密度，通常相对于

间接冷却/压条方式可以得到两倍以上的溅射速率，但直接冷却方式只适合于高

强度的金属靶材，如铝、铜、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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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材更换

注意：更换靶材前，请确认阴极电源已经关闭！

压条靶材更换

首先移去屏蔽框，然后拧松靶材压条螺栓，去除靶材压条【注意不要松动背板压

条螺栓，以免造成真空或冷却水泄漏】；换好靶材后，正确装好靶材压条，并拧

紧靶材压条螺栓。

直接冷却靶材更换

先将阴极体中水放掉，然后用氮气吹出残余水，不要使用空压机气体，其压力可

能超过3 Kg/cm2。

注意：

固定靶材时，螺栓受力不宜拧过紧，小于5 N.m的力矩。先用一半力对所有螺栓

进行预紧，然后再增加到预定值。

拧紧不锈钢螺栓时，请不要采用电动扳手或快速拧紧，以免螺栓咬死现象发生；

建议定期使用新的螺栓，以免螺栓咬死现象发生；

更换靶材后请检查靶材表面相对接地至少50KΩ阻抗【冷却水路通水时】。

3.4 绝缘体

阴极绝缘体采用特富龙材料，特富龙材料比较软，因此，请小心放置，特别是不

要划伤密封面；去除绝缘体特富龙表面被沉积薄膜污染可以采用细砂纸或者稀盐

酸或者NaOH，不要使用溶剂或喷砂处理。

螺栓绝缘。螺栓绝缘套是做备件更换件使用，但是也可以多次使用，假如清洗干

净和小心处理。螺栓绝缘可能被靶材材料污染覆盖，导致短路，因此螺栓都有一

个绝缘保护帽，以免绝缘体内部和阴极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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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O型圈的更换

本磁控阴极体内O型圈通常采用氟橡胶圈。当O型圈出现老化情况时请更换O型

圈；通常当O型圈暴露于温度高于150°C或化学介质气氛环境下，会加速老化。

请不要使用溶剂清洗O型橡胶圈，例如丙酮清洗，它们会损伤橡胶材料。在不需

烘培的真空系统里遇到密封表面出现划伤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真空脂，但请不

要采用硅胶基真空脂，否则在真空系统里很难去除。建议在未划伤的密封表面通

常使用干净、未润滑O型圈即可。

3.6 清洁屏蔽罩和阴极体

屏蔽罩清洗可以采用喷砂处理，减少沉积污染的靶材料的片状脱落、碎屑掉在基

片上或造成短路；此外，周期性的清理表面也可以有效的预防此类情况发生。

不锈钢压条可以采用细磨或酸碱清洗【HCl或NaOH】，以及化学清洗或轻度电

解抛光。

阴极水路通道通常不需要清洗，如果采用了正确的水路冷却循环系统。当然，如

果沉淀物达到一定量时，也可以采用砂纸抛光，以防止进一步堆积。

3.7 磁路模块更换：

引起磁路模块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水路系统冷却不充分导致磁钢过热退磁；磁路模

块受到强烈冲击也可能造成磁钢退磁；磁钢浸泡在水中和空气中也会逐渐腐蚀至

失效，因此请注意不要划伤磁钢表面涂层。如果遇到磁路模块失效，请与我们联

系，请勿擅自拆卸。

重要安全警示：

处理、放置磁路模块时，请非常小心。磁路模块由于具有强磁场，请注意远离

其它导磁材料；请不要擅自拆卸磁路模块！否则可能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特别

是对手指、眼睛等身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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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处理：

4.1 靶材过热

靶材过热时，电压电流会显著的波动

请检查:
冷却水流量是否过低；

进水口温度是否超出在规定范围内：

是否采用低劣的靶材绑定或者靶材固定状况；

是否过高的功率密度。

4.2 磁控阴极不能起辉或辉光熄灭/闪烁

请确认：

阴极氩气气压足够；

电源正确连接磁控阴极和腔体；

水路泄漏没有引起短路；

阴极和屏蔽罩【阳极】之间没有短路，或有碎屑导通；

绝缘表面没有被导电薄膜覆盖/导通；

磁路模块没有过热失效或磁场强度没有显著衰减；

没有采用过厚的靶材；

靶材导电【使用DC电源时】。

4.3 微弱辉光或低沉积速率

请检查：

是否有电流通过绝缘体泄漏；

是否有功率通过水路传输，检查电阻；

靶面磁场强度是否显著衰减；

是否是弱的或没有接地连接；

如有其它技术问题，请直接联系我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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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录：

5.1 总装图（见附页）

5.2 靶材尺寸图（见附页）

5.3 备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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