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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
通过该方法得到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
构和纳米器件
(57）摘要
将使金属层（2A、
2B）具有间隙且成对地配置
的基板(1 )浸渍十尤电解镀液中，所述尤电解镀
液是存含有金属离子的电解液中混合还原剂和
界曲活性剂而制成n 利用还原剂将金属离子还

f3庐‘
4A +
工2A

原，金属析出于金属层（2A 、2B)且界面活性剂附
着在金属的表面，形成将间隙的长度控制为纳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尺寸的电极（4A、
4B）的对。由此，提供→种使用能
//

够控制间隙长度的偏差且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
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并且利用该制作方法提供
→种抑制间隙长度偏差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
寸 ＜筻〈巷拥兽一一匕

电极结构和具备该电极结构的纳米器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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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种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具有纳米间隙地设置的一方电极与另一方电极：在所述一方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电极
之间配置的金属纳米粒子；以及在所述一方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电极的至少一方设置的单分
子膜。
2．根据权利要求上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分子膜为白组装单分子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纳米粒子化学吸于在所述单
分子膜D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通过作为所述金屈纳米粒子的保护基
的烷基硫醇与构成所述单分子膜的单分子的缺损部的化学结合，所述金属纳米粒子与所述
一方电极以及所述另一方电极绝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方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电极在同
一面「,1个或多个侧边栅极电极被设置在该面H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钝化膜。
7 .一种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具有纳米间隙地设置的一方电极与另一方电极；
在所述一方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电极之间配置的金属纳米粒子：以及
介于所述金属纳米粒子与所述一方电极之间、所述金属纳米粒子与所述另一方电极之
间的单分子膜，
所述金属纳米粒子通过硫醇被吸附于所述一方的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的电极的至少一
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分子膜包含烷基硫醇。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分子膜为自组装单分子膜。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通过作为所述金属纳米粒子的保护
基的烷基硫醇与构成所述单分子膜的单分子的缺损部的化学结合，所述金属纳米粒子与所
述一方电极、所述另一方电极的至少一方绝缘。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方电极与所述另一方电极在
同一面十,1个或多个侧边栅极电极被设置在该面十。
12．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器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钝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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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
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和纳米器件

[00021

本申请为以下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申请号：201280012185 .7

[ 00031

国际申请口:2012年2月28口

[00041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日期：2013年9月6日

[ 00051

发明名称：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的具有纳

[0001 ]

米间隙长
[00061

度的电极结构和纳米器件

技术领域
[0007］ 本发明涉及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通过该方法得到的具有纳
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和纳米器件。
背景技术
[00081
当前的高度信息化社会由伴随CMOS微细化的VLSI的高集成化、以及DRA斩、NAND闪
存等半导体器件的急速发展支撑。通过提高集成密度、即最小加工尺寸的微细化，能够提高
电子设各的性能和功能。但是，伴随着微细化，短沟道效应、速度饱和、量子效应等技术问题
也变得昆著。
[00091
为了解决H述问题，如多栅极结构、high-K栅极绝缘膜等这样追求微细化技术的
极限的研宄得到发展。还存在与这种推进自顶向下的微细化的研宄不同的、以新的视点推
进研究的领域。作为该研宄领域，能够列举单电子电子学、分子纳米电子学。在单电子电子
学的情况下，通过在将作为单电子岛的纳米粒子经由双隧道结组装入具有3端子结构的元
件中，发现了作为使川栅极调制的器件的功能性，因此，单电子电子学是利用了由被封入电
子的单电子岛、双隧道结所产牛的量子效应的新的研究领域（非专利文献上）。此外，在分子
纳米电子学的情况下，通过将功能性分子组装入元件中而发现了作为器件的功能性，因此，
利用了基于分子尺寸的量子效应和分子固有功能的分子纳米电子学也是新的研宄领域（非
专利文献2和3)。在量子效应中最具代表性的隧道效应是指这样的效应：具有比势垒能量低
的能量的电子的波动函数进入势垒中，如果势垒的宽度较窄则以有限的概率穿过势垒。隧
道效应作为因器件微细化产牛的漏电流的一个原因，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单电子・分
子纳米电子学是通过较好地控制该量子效应来发挥作为器件功能的研究领域，还被作为国
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ITRS）的2009年度版的新探索元件中的丰要技术之一进行了介绍，引起人们的关注（非专利
文献4)。
[0010］ 此外，通过将纳米间隙的制造方法、通过该方法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与由十而下
工艺(top-down process )组合，能够制造具有5nm 以下的沟道长度的晶体管等仅通过由十
而下工艺难以实现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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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制这样的器件方面，制作能得到与数纳米级的单电子岛・分子电接触这样的

结构以及所谓的纳米间隙电极是很重要的。在至今为止公开的纳米间隙电极制作方法中存
在各种问题。机械劈裂法（break-junction technique ，非专利文献5和6）是通过机械应力
使细线断裂的方法，虽然能够达到皮米级的精度，但是并不适合集成化。电迁移法
(electromigration technique ，非专利文献7和8）虽然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成品率较低、
且断线时纳米间隙间存在金属微粒子这些情况大多会成为测量十的问题。即使在其他方法
中，也存在所谓的精度较好但不适合集成化、为了防止金的迁移而需要极低温、以及工艺时
间较长等问题（非专利文献9~l4)。
[0012］

作为成品率较高的纳米间隙电极的制作方法，本发明人着眼于使用碘酊（iodine

tincture）的自催化型无电解镀金法。关于这种镀法，至今为止，木发明人公开了一种在室
温中以较高的成品率目简便地制作多个问隙长度为5nm以下的纳米问隙电极的方法（非专
利文献15 )。图28是表示利用使用了碘酊的白催化型无电解镀金法使纳米间隙长度为5nm以
下寸的纳米间隙长度的偏差的图。图28的横轴是间隙长度（Gap Separation )nm ，纵轴是计
数（Counts )。通过该方法得到的纳米间隙长度的标准偏并是1 .7nm0
[0013］ 现有技术文献
[00141

非专 1J文献1:F .Kuemmeth ,K .I .Bo1otin ,S .Shi ,and D .C .Ralph ,Nano Lett . ,8 ,

12(2008).
[0015］

非专利文献2:M .II .Jo ,J .E .Grose ,K .Baheti ,M .Deshmukh ,J .J .Sokol ,

E .M .Rumberger ,D .N .Hendrickson ,.J .R .Long ,H .Park ,and D .C .Ralph ,Nano Letti . ,6 ,
2014(2006).
[0016］

非专利文献3:Y .Yasutake ,Z .Shi ,T .0kazaki ,H .Shinohara ,and Y .Majima ,Nano

Lett .5 ,1057(2005 ).
[00171

非专利文献4：
『fRS
一
Homepage ,URL:HYPKRLINK"http://www .itrs .net/"http://

www .itrs .net/
[0018］

非专利文献5 :L .Gruter ,M .T .Gonzalez ,R .Huber ,M .Calame ,and

C.Schonenberger ,Small ,1 ,1067( 2005).
[0019］

非专利文献6:J .J .Parks ,A .R .Champagne ,G .R .Hutchison ,S .Flores一Torres ,

H .D .Abuna ,and D .C .Ralph ,Phys .Rev .Lett .,99 ,026001(2007).
[0020]

非专 J 文献7:T .Taychatanapat ,K .I .Bolotin ,F .Kuemmeth ,and D .C .Ralph ,

Nano .Lett .,7 ,652(2007 ).
[00211

非专利文献8:K ．Ⅰ．B010tin ,F .Kuemmeth ,A .N .PaSupathy ,and D .C .Ralph ,

Appl .Phys Lett ,84 ,16(2004).
[0022]

非专利文献9:S .Kubatkin ,A .Danilov ,M .Hjort ,J .Cornil ,J .L .Bredas ,

N .S .Hansen ,P .Hedegard and T .Bjornholm ,Nature ,425 ,698(2003 ).
[0023］

非专利文献1 0:K .Sasao ,Y .Azuma ,N .Kaneda ,K .Hase ,Y .Mi yamoto ,and Y .Maj i ma ,

Jpn .J .Appl .Phys .,Part2 43 ,L337(2004).
[00241
非专 J文献ll:Y .Kashimura ,H .Nakashima ,K .Furukawa ,and K .Torimitsu ,Thin
Solid Films ,438-439 ,317(2003).
[0025］

非专利文献12 :Y .B .Kervennic ,D .Vanmaekelbergh ,L .P .Kouwenhov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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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 .J .Van der Zant ,Appl .Phys .Lett .,83 ,3782 .(2003).
[00261

非专利文献13:M .E .Anderson ,M .Mihok ,H .Tanaka ,L .P .Tan ,M .K .Horn ,

G .S .McCarty ,and P .S .Weiss ,Ad v .Mater .,18 ,1020(2006).
[00271

非专 iJj 献14:R .Negishi ,T .Hasegawa ,K .Terabe ,M .Aono ,T .Ebihara ,H .Tanaka ,

and T .0gawa ,Appl .Phys .Lett .,88 ,223111(2006).
[0028］

非专利文献15:Y .Yasutake ,K .Kono ,M .Kanehara ,T .Teranishi ,M .R .Buitelaar ,

C .G .Smith ,and Y .Majima ,Appl .Phys .Lett .,91 ,203107(2007).
[0029］

非专利文献16:Mallikarjuina N .Nadagouda ,and Rajender S .Varina ,Ainerican

Chemical Soviety Vol .7 ,No .12 2582-2587(2007).
[0030]

非专 J 文JJ l7:H .Zhang ,Y .Yasutake ,Y ,Shichibu ,T .Teranishi ,Y .manjima ,

Physi cal Review K 72 ,205441 ,205441 -i -205441 -7 ,(2005).
[00311

非专利文献l8:Yuhsuke Yasutake ,Zujin Shi ,Toshiya 0kazaki ,Hisanori

Shinohara ,Yutaka Majima ,Nano Letters Vol .5 ,No .6 1057-1060 ,(2005).

发明内容
[0032］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33］ 然而，在十述的使用碘酊的自催化型无电解镀金法中，具有较高牛产率地制造像
这样精确控制间隙长度且具有期靼的间隙长度的间隙电极未必很容易。
[0034] 因此，在本发明中，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控制间隙长度偏差的具有纳米间
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第二目的在丁提供一种具有通过使用该制作方法将纳米间
隙长度偏并得以抑制的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和具各该电极结构的器件。
[0035］ 用于解决课题的手段
[0036］ 本发明的发明人通过用界面活性剂分子的分子长度控制问隙长度，从而以高于现
有的精度控制间隙长度的偏差，完成本发明。
[0037］ 具体而言，本发明的发明人着眼于将合成纳米粒子寸的界面活性剂分子作为保护
基使用的镀法。作为界面活性剂分子，例如能够使用烷基＝甲基溴化铵
(Alk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0 该界面活性剂分子具各直链的烷基链，在该烷基链
中，附有以甲基置换了铵基的所有的氢而形成的二甲基铵N( CH3 )3o
[0038] 为了实现十述第一目的，本发明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的特
征在于：将有间隙地∥成对地配置有金属层的基板浸渍于通过在含有金属离子的电解液中
混入还原剂和界面活性剂而制成的无电解镀液中，由此利用所述还原剂使所述金属离子还
原，金属析出丁所述金属层且所述界面活性剂附着在该金属的表面，形成将间隙的长度控
制为纳米尺寸的电极对。
[0039］ 木发明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包括：将金属层以具有间隙
的方式成对地配置在基板的第一上序；以及将以具有间隙的方式成对地配置有所述金属层
的基板浸渍于通过在含有金属离子的电解液中混入还原剂和界面活性剂而制成的无电解
镀液中，由此利用所述还原剂使金属离子还原，金属析出于所述金属层且所述界面活性剂
附着在该金属的表面，形成将间隙的长度控制为纳米尺寸的电极对的第→工序。
[0040] 为了实现土述第二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或具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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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结构的纳米器件，其中，排列配置有多个以设置纳米间隙地被配置的电极对，多个电极
对的各间隙长度的标准偏并是0 .5nm至0 .6nm0
[ 0041］ 发明效果
[0042］

根据本发明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通过将在电极表面作为

保护基的界面活性剂的分子作为分子尺使用的无电解镀法，能够制作用分子长度控制间隙
长度的纳米间隙电极。
[0043］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利用使用了碘酊的无电解镀法对通过由土而下工艺制

作的初始的纳米间隙电极施镀，在将距离缩短了一定程度之后进行分子尺无电解镀，由此
能够以较高的成品率且更精密地控制间隙长度。
[0044］

通过木发明的制作方法得到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能够通过改变界面

活性剂分子的分子长度来提供多个电极对，该多个电极对是各问隙长度的标准偏差为
0 .5nm' O .6nm、高精度地控制间隙长度且偏差较小的电极刈。使用通过本发明得到的具有
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能够以良好的成品率制造二极管、隧道元件、热电子元件、热光伏器
件等具有纳米间隙电极的纳米器件。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示意性表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涉及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的剖视图。
[0046］
[0047］

图2是示意性表示图1所示的制作方法的俯视图。
图3是示意性表示通过图1 所示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得到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

的电极的结构的图。
[0048］
[0049］

图4是示意性表示作为分子尺使用的界面活性剂分子CTAB的化学结构的图。
图5是相对于采用图1至图3所示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制作

的电极，示意性表示基于使用了双硫醇分子的化学结合的单电子禺的设置上序的图。
[0050］

图6是表示本发明的第＝实施方式涉及的包含具有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的纳米器

件的制作工序的俯视图。
[0051］

图7是表示本发明的第＝实施方式涉及的包含具有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的纳米器

件的制作工序的剖视图。
[0052］
[0053］

图8是涉及实施例1平4的、制作出多个电极对之后观察到的SEM像的一部分。
图9(a）至图9(d）分别是通过将图8所示的带有初始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浸渍在分

子尺镀液中制作出的纳米间隙电极的SEM像。
[0054］ 图10(a )..(b）是表示实施例1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
[0055]

图11(a )、
(b）是表示实施例2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

[0056］

图12(a )、(b )是表示实施例3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

[0057］

图13(a )、(b）是表示实施例4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

[0058］

图14是表示实施例1 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表示问隙偏差的分布

的图。
[0059］

图15是表示实施例2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表示间隙偏差的分布

的图。
[0060］

图16是表示实施例3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表示间隙偏差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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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
[0061］

图17是表示实施例4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表示间隙偏并的分布

的图。
[0062］

图18是使图14平图17所示的各个直方图重合而成的图。

[0063］

图19是表示绘制界面活性剂分子2链长的长度和实际得到的平均值而成的曲线的

图。
[0064］

图20是表示界面活性剂中的碳数n与间隙长度之间的关系的图。

[0065]

图21(a）至（C）是作为实施例5而制作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的SEM像。

[0066］

图22是表示实施例5中制作的各阶段的纳米间隙电极的直方图。

[0067］

图23是示意性表示实施例6中制作的单电子器件的粒子导入状况的图。

[0068］

图24表示实施例6中制作的单电子器件中液氮温度下的电流 电压特性，(a）是整

体图，(b）是放人图。
[0069］

图25是表示当以栅极电压作为参数寸在实施例6中制作的单电子器件中液氮温度

下的电流一电压特性的图。
[0070］

图26是在实施例7中通过将带有初始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浸渍在分子尺镀液中制

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SEM像。
[0071］

图27是表示实施例7中制作的样本的间隙长度的直方图。

[0072］

图28是涉及背景技术的、表示利用使用了碘酉的自催化型无电解镀金法使纳米间

隙长度为5nm以下时的纳米间隙长度的偏差的图。
[0073］ 附图标记说明
[00741
[0075]

1 基板
1A半导体基板

[0076]

1K 绝缘膜

[00771

2A、2B 、2C、2D 金屈层（初始电极）
3A、3B .3C、3D 金属层（通过施镀形成的电极）

[00781
[00791
[00801
[00811

4A、4B 电极
5 界面活性剂（分子尺）

[00821

5A、5B 自组装单分子膜
6 烷烃双硫醇

[00831

7 SAM混合膜

[00841

8 纳米粒子
8A被施加烷基硫醇保护的金纳米粒子

[00851
[00861
[0087]
[0088]
[0089 ]

10 纳米间隙电极
11 半导体基板
12 绝缘膜

[0091 ]

13 基板
14A、14B 金属层
15 绝缘膜

[0092]

16 金属膜

[00901

CN 10620668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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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栅极绝缘膜

[0094]

18B 金属层

[0095]

20 栅极电极

[00961

21 源极

[00971

22 漏极

说

明

书

6/14 页

具体实施方式
[0098］ 下面，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此外，在各图中，对相同或对应的
部件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0099] （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
[0100］

下面，对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涉及的具有纳米问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

（以下，简称为“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进行详细说明。图1是示意性表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
方式涉及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的剖视图，图2是示意性表示图1所示的制作方法的俯视
图。
[0101］

如图1(a )、图2(a）所示，使一对具有间隙Li的金属层2A、2B相对于在半导体基板1A

F-设置有绝缘膜lB的基板1隔开间隔地形成于基板10
[0102］ 接着，将该基板1浸渍在无电解镀液中。该无电解镀液是在含有金属离子的电解液
中混入还原剂和界面活性剂制作而成的。如果将基板1浸渍在无电解镀液中，则如图1(b）、
图2(b）所示那样，金属离子被还原剂还原，金属析出在金属层2A、2B的表面，成为金属层3A
和金属层3B ,金属层3A与金属层3B的间隙变窄而成为距离L2，由于包含在无电解镀液中的
界面活性剂化学吸附在通过该析出而形成的金属层3A、3B ，所以界面活性剂将间隙的长度
（简称为“间隙长度”）控制为纳米尺寸。
[0103］ 由于电解液中的金属离子被还原剂还原并目金属析出，所以这样的方法被分类为
无电解镀法。通过该方法，通过施镀而在金屈层2A、2B形成金属层3A、3B ，得到电极4A、4B的
对。利用在电极4A 、4B 表面使作为保护基的界面活性剂分子来作为分子尺（molecular
ruler）使用的无电解镀法（以下，称为“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以使间隙长度为分子长
度的方式控制而成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对（以下，称为“纳米间隙电极”)l0。
[0104］ 如图2(a）所示，在金属层2A和2B的两侧与金属层2A和2B一起形成有金属层2C和
2D，如图2(b）所示，与金属层3A 、3B一起，通过施镀在金属层2C和2D形成金属层3C和3D，由此
也可以将各个金属层2C和金属层3C、金属层2D和金属层3D作为各侧边栅极电极使用。
[0105］ 图3是示意性表示通过图1所示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得到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
的电极的结构的图。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纳米间隙电极10的制作方法，并详细说明纳
米间隙电极100
[0106］

在作为半导体基板1A的Si基板上，形成作为绝缘膜的硅氧化膜lB ，在该基板1十形

成作为金属层2A 、2K的初始纳米问隙电极（第一工序）。金属层2A 、2K也可以通过将在基板l
由Ti、Cr、Ni等形成的密接层和在这些密接层十由Au、Ag 、Cu等其他金屈形成的层层叠而构
成。
[0107］

接着，在通过进行无电解镀法来形成作为金属层3A、3B的金属时，根据基于界面活

性剂的分子5的分子尺，控制金属层3A -3B的牛长（第二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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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第二工序，控制金属层3A 、3B的牛长，其结果是，电极4A与电极4B的间隙被

精密地控制为纳米尺寸，由此制作纳米间隙电极。图中的箭头示意性表示牛长被抑制的状
况。
[0109］

在第一工序中，作为金属层2A、2B的初始纳米间隙电极通过例如电子束曝光法技

术（以下，简称为"EB曝光技术’）制作。此时的间隙长度依赖于电子束曝光技术的性能、成品
率，例如是20nm至lOOnm的范围。在该第一工序中，通过制作侧边栅极电极，能够利用无电解
镀使栅极电极也同时牛长，使栅极电极进一步接近单电子岛。
[0110］ 接着，对第二工序进行详细说明。
[0111］

在作为混合溶液的镀液中，含有混入了实现分子尺功能的界面活性剂和要析出的

金属的阳离子的水溶液，例如氯金（工∏）酸水溶液和还原剂。在该混合液中，优选如后述那
样含有酸的混合液。
[0112］

作为分子尺，例如使用作为界面活性剂的烷基＝甲基溴化铵（Alkyltrimethy

lammonium Bromide）分子。作为烷基＝甲基溴化铵，具体而言使用十烷基＝甲基溴化铵
(DTAB :Dec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十→烷基＝甲基溴化铵（LTAB:
Lauryl 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十四烷基二甲基溴化铵（斩TAB :

Myris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十六烷基二甲基溴化铵（CTAB :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0113］

除此以外，作为分子尺，还可以使用烷基＝甲基卤化铵（alkyl trimethylammonium

halide )、烷基二甲基氯化铵（alkyltr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烷基＝甲基碘化铵
(alkyltrimethylaininoniuin iodide )、双烷基二甲基溴化铵、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双烷基
二甲基碘化铵、烷基苄基二甲基溴化铵、烷基苄基二甲基氯化铵、烷基苄基二甲基碘化铵、
烷基胺、N一甲基一1一烷基胺、N一甲基一1一二烷基胺、＝烷基胺、油胺、烷基二甲基膦、＝烷基氧
膦、烷基硫醇中的任一种。这里，作为长链脂肪族烷基，有己基、辛基、癸基、十二烷基、十四
烷基、十六烷基、十八烷基等烷烃基、亚烃基等，但是只要是长链脂肪族烷基就能够期待相
一司的功能，因此小限于十述例子。
[0114］

作为分子尺，除DDAB(N ,N ,N ,N ' ,N ' ,N’一六甲基一1 ,10-溴化癸烷双胺）以外，还可以

使用溴化六甲铵、N ,N ’一（1 ,20一二十烷叉基）二（＝甲基铵）二溴化物（其中，二十烷基指
"icosanediyl"，日文原文为“孑：:1 眇c/／萝孑IL ?' ) .1 ,1 ’一（癸烷一1 ,10一二基）二（4一氮杂一1一氮
杂二环［2 .2 .2］辛烷）二溴化物、丙基二＝甲基氯化铵、1 ,1’一二甲基-4 ,4’一联吡啶阳离子二
氯化物、1 ,1
「二甲基 4 ,4 ,-联吡啶阳离子二碘化物、1 ,1
「二乙基 4 ,4 ,-联吡啶阳离子二
溴化物、1 ,1 ’一二庚基一4 ,4’一联吡啶阳离子二溴化物中的任一种。
[0115］

作为电解液，使用在有机溶剂中溶解有氯金（ⅠⅠⅠ）酸水溶液、氯金（∏Ⅰ）酸钠水溶

液、氯金（Ⅰ∏）酸钾水溶液、氯化金（工∏）水溶液、氯金（工∏）酸铵帮而成的溶液。这里，在铵
熬中能够列举十述的铵熬，在有机溶剂中能够列举脂肪族碳化氢、苯、甲苯、氯甲烷、二氯甲
烷、氯仿、四氯化碳等。
[0116］

作为还原剂，能够列举抗坏血酸、肼、伯胺、仲胺、伯醇、仲醇、含有二醇的多元醇、

亚硫酸钠、氯化羟铵硼氢化物朴 '氢化铝钾、草酸、甲酸等。
[0117］

还原力比较弱的例如抗坏血酸，通过使电极表面成为催化剂的自催化型的施镀能

够实现还原到0价金的还原。如果还原力较强，则在电极以外发牛还原，大量牛成簇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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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溶液中牛成金微粒，由于小能有选择地使金析出在电极十，故小优选。相反，如果是比抗
坏血酸等更弱的还原剂，则自催化型的施镀反应无法进行。此外，簇团是指能够进行无电解
镀的核位于表面而在该核土通过施镀形成的金的纳米粒子。
[0118］ 在F-述的还原剂中，L(+）一抗坏m 酸的还原作用较弱，进一步减少簇团的牛成，并
且将电极表面作为催化剂而将金还原为0价，因此适合作为还原剂使用。
[0119］ 在无电解镀液中，优选混入具有抑制簇团牛成的作用的酸。这是因为能够使簇团
在开始进行核形成的不稳定的状态下溶解。作为酸，能够使用帮酸、硝酸、乙酸。
[01201 图4是示意性表示作为分子尺使用的界面活性剂分子(CTAB）的化学结构的图。
CTAB是Cl6、即具有16个碳结合而成的直链型烷基链长度的分子。除此以外，作为最伴方式
的例子还有烷基链不同的衍牛物、即具有烷基链d1o的D TAB 、具有C12的LTAB、具有C14的
MIA K ,也就是说作为最佳的实施方式可列举出十述4种分子。首字母L、M 、C分别取自含义为
十二烷基的Lauryl、含义为十四烷基的Myristy1、含义为十六烷基的Cetyl的首字母。
[0121］ 这单，关于对金属层2A 、2B进行尤电解镀、而金不会析出在Si02十的理由进行说
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的施镀是自催化型无电解镀金，因此在作为核的金电极表面析出。
这是因为抗坏血酸的还原力较弱，所以能够以金电极为催化剂将金还原为0价。
[0122］ 此外，镀液的pH、温度虽然也依赖于界面活忤剂的种类、特别是直链的碳数，但是
大概是25 C '-'90℃的范围左右。pH的范围是2'-'--'3的范围左右。如果脱离该范围，则难以进行
镀金，故不优选。
[0123］ 对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涉及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进行
说明。
[0124］

在第二实施方式中，也与第一实施方式一样，在第一工序中，在带有绝缘膜lB的基
板1上形成金属层2A、2B的对，此时，如十述那样使用EB曝光技术（EB光刻技术）在基板1十形

成具有某种程度的问隙的金属层的对。该“程度’根据电子束曝光法技术的精度适当决定。
[0125］ 通过将金箔溶解在碘酊溶液中，使金溶解为[Au14丁离子。这里，通过加入还原剂的
L(+）一抗坏血酸，在金电极表面进行自催化型尤电解镀金。
[0126］ 接着，利用碘无电解镀法形成金属层2A、2B的对。这样，能够使在基板1的一方的面
侧排列的金属层2A、2B的对靠近，即能够缩短作为金属层2A、2B的初始电极的间隙长度。例
如金属层2A和2B能够精度良好地隔开几nm牵大约l0nm的范围的间隔地形成。
[0127］ 然后，与第一实施方式一样，在第二工序中，将基板1浸渍在无电解镀液中。如第二
实施方式所示，通过在第一工序中使金属层2A、2B的对靠近，能够缩短将基板1浸渍在无电
解镀液中的时间、即施镀时间，能够抑制因形成金簇团而造成的成品率的下降。
[01281
与此相对，如果在第一工序中金属层2A、2B的对的间隙较大，则在第二工序中将基
板上浸渍在混合溶液中的时间、即施镀时间就会变长。由于参照使用分子尺无电解镀法时的
粒子的牛长条件，因此施镀时间变长，会形成簇团。金簇团附着在作为电极的部分的外周
面，由此使成品率下降。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能够抑制成品率的下降。
[01291 （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和使用该电极结构的器件）
[0130］

接着，对通过本发明的第一和第二实施方式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
作方法得到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进行说明。
[0131］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涉及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是排列地配置有多个以

CN 106206685 A

说

明

书

9/14 页

设置有纳米间隙的方式被配置的电极对，且多个电极对的各间隙长度的标准偏差包括在规
定范围内的电极结构。这里，规定范围是指如后述的实施例1那样标准偏并为0 .5nm至0 .6nm
的范围。这样，间隙长度的偏差较小。
[0132] 中此，在电极对是源极、漏极的情况下，通过在源极和漏极的侧面设置侧边栅极电
极，能够效率良好地得到单电子器件等各种器件。沟道使用基板1的绝缘膜lB的热氧化膜
等。
[0133］

下面，作为单电子器件，对使用通过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10制

作单电子器件进行说明。对使川具有以有机分子作为保护基的金纳米粒子的单电子器件进
行说明，并且对通过无电解镀金法制作的金纳米间隙电极的有效性的评价也一并进行说
明。作为其制作工序，首先说明将粒子固定在电极间的方法。
[0134］ 使用具有以有机分子作为保护基的金纳米粒子的单电子器件，是在如十述那样制
作的金纳米间隙电极间，采用基于双硫醇分子（dithiol molecule）的烷基硫醇保护金纳米
粒子的配位子交换，使金纳米粒子化学结合，由此固定在例如自组装单分子膜而获得的器
件。在液氮温度下，观测库仑阻塞特性。
[0135］ 下面，进行具体说明。
[0136］

图5是示意忤表示对于如图1平图3所示那样制作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
的电极4A 、4B ,基于使用双硫醇分子的化学结合的单电子岛的设置工序的图。如图5(a）所
示，在作为电极4A 、4B的金电极表面，形成自组装单分子膜（Self-Assembled Monolayer:
SAM )5A 、5B。接着，如图5(b）所示，通过导入烷烃双硫醇6，烷烃双硫醇配位在SAM缺损部，形
成包括SAM和烷基硫醇的SAM混合膜7。接着，导入被施加烷基硫醇保护的金纳米粒子8A0 丁
是，如图5(c）所示，通过作为金纳米粒子8的保护基的烷基硫醇、与烷基硫醇及烷烃双硫醇
的混合自组装单分子膜7中的烷烃双硫醇的配位子交换，使金纳米粒子8化学吸附在自组装

单分子膜。
[0137］ 这样，在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之间，利用白组装单分子膜6A、6B，并通过化学
吸附将纳米粒子8作为单电子岛导入，由此能够构成使用金纳米间隙电极的器件。
[0138］ 图1至图5所示的具有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是电极水平地排列的结构，但是本发明
的实施方式也可以是纵向排列型的叠层型电极结构。
[0139］ 图6是表示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涉及的具有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的器件制作工
序的俯视图。图7是表示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涉及的包含设置有纳米间隙的电极结构的
器件的制作工序的剖视图。
[0140］ 首先，准备在Si等半导体基板11设置有Si 02等的绝缘膜12的基板13，在形成抗蚀
膜之后，利川电子束曝光或光刻进行曝光来形成图案，以便形成作为栅极电极和漏极的图
案。
[0141］

接着，对作为栅极电极和源极的金、铜等金属进行蒸镀，并进行掀离。由此，形成作
为栅极电极和源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14AJ4K（参照图6(a )、图7(a ))。此时，金属层14A与金

屈层14B的距离寸Lii。
[0142］ 接着，通过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 )将Si02、SiN等的绝缘膜15层叠后，
对作为漏极的金、铜等金属进行蒸镀，形成金属膜16（参照图6(b)、图7(b))0
[0143］ 然后，在形成抗蚀膜之后，利用电子束曝光或光刻进行曝光来形成图案，以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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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漏极的形状。
[0144］ 接着，通过反应离子蚀刻(Reactive Ion Etching ，缩写为"RIE"）或化学干式蚀刻
(Chemical Dry Etching，缩写为"CDE"）进行蚀刻，直到形成了作为漏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
1 8B、栅极绝缘膜17为止。此时，以使金属层18B、绝缘膜成为漏极的形状的方式沿着纵向对
基板13进行蚀刻，直到已形成的源极的表面露出。此外，在电子束曝光、光刻中，考虑到重叠
曝光的偏差＋q的大小，使漏极的大小比已形成的源极形状小。通过该工序，将层叠在作为栅
极电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1 4A上的绝缘膜、金属层除去，作为栅极电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
14A露出（参照图6(c)、图7(c))。
[0145］

接着，仅采用分子尺无电解镀法或者该分子尺无电解镀法与碘无电解镀法组合，

使源极与漏极之间的间隙变小。由于栅极绝缘膜17是约10nm左右的厚度，所以也可以仅采
用分子尺无电解镀处理。通过分子尺无电解镀法，使作为漏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18恃的边缘
也沿着水平扩展的方向来牛长镀层，作为源极的一部分的金屈层14B向土地牛长，作为栅极
电极的一部分的金属层1 4A也朝向内侧牛长（参照图6(d )、图7(d))。此寸的已牛长的膜部分
分别由符号l9A、l9B、
19C表示。由此，栅极电极20、源极21、漏极22的各电极间距离变窄，例
如在图6(a ).图7(a）中，原本为距离Lii的间隔变成L12。由此，栅极电容增加。
[0146］ 接着，按照参照图5所说明的要领，导入纳米粒子。
[01471

最后，形成钝化膜，打开源极、漏极、栅极电极的模具而完成。由此，能够形成单电
子晶体管。
[0148］ 如十述说明的那样，通过分子尺镀形成纳米间隙电极的电极形状也可以是纵向排
列型的叠层型电极形状。通过实施分子尺镀，能够使存在丁源极／漏极之间的绝缘体的厚度
变厚，能够减少漏电流。此外，存在于电极周围的纳米间隙的间隙长度能够由分子尺控制，
故优选。
[0149］ 在十述说明中，虽然使用金作为电极材料，但是不限于金，也可以是其他金属。例
如作为电极材料，也可以使初始电极的材料为铜。此时，初始电极利用电子束曝光法或光刻
法形成铜电极，之后使铜电极表面成为氯化铜。然后，作为镀液，使用将抗坏血酸用作还原
剂的氯化金溶液，用金覆盖铜电极表面。该方法例如在非专利文献16中被公开。具体而言，
在氯金（ⅠⅠⅠ）酸水溶液中混入界面活性剂烷基＝甲基溴化铵CnH2nu[CH313N＋・ Br ，加入还原
剂L(+）一抗坏巾酸，在间隙电极F 进行自催化型无电解镀金。然后，通过分子尺镀法，制作表
面为金的纳米间隙电极。
[0150］ 下面，列举利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结构的制作方法而
精度良好∥精密地控制纳米间隙长度的实施例，对其进行具体说明。
[0151］ 实施例1
[0152］

作为实施例I ，按照以下的要领，利用第一实施方式中说明的分子尺无电解镀法，

制作纳米间隙电极。
[01531
最初，准备在作为基板1A的硅基板十整面设置有作为绝缘膜1K的硅氧化膜的部
件，在该基板1十涂布抗蚀剂，通过EB曝光技术，描绘作为间隙长度为30nm的金屈层2A、2B的
初始电极的图案。昆影后，通过EB蒸镀来蒸镀2nm的Ti膜，在该Ti膜十蒸镀lOnm的Au，由此制
作出作为金属层2A、2B的初始的金纳米间隙电极。在同一基板1十设置多个金属层2A、2B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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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准备尤电解镀液。作为分子尺，测量25 毫摩尔的烷基＝甲基溴化铵

(ALKYLTRIMETHYLAMMONI UM BROMIDE )28皇升。这里，测量加入50豪摩尔的氯金酸水溶液120
微升。作为酸，加入乙酸1 毫升，加入作为还原剂的0 .1 摩尔、3 .6 毫升L(+）一抗坏血酸
(ASCORBIC ACID)，好好搅拌后制得镀液。
[0155］

在实施例1中，使用DTAB分子作为烷基＝甲基溴化铵。

[0156]

将已经制作出的、带有金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在无电解镀液中浸渍30分左右。由

此，通过实施例1的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出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
[0157]

图8是利用EB曝光技术，在设置有作为绝缘膜lB的硅氧化膜(Si02）的硅(Si）基板

IA十，制作多对作为初始纳米间隙电极的电极2A、2B ，是对其进行观察而得到的SEM像的一
部分。基于SEM像，作为金属层2A ,2B的初始电极的间隙长度为30nm。
[0158］

接着，通过观察SKM 的像，对作为实施例l 而制作出的具有纳米问隙长度的电极测

量长度。以20万倍的高倍率获取的SEM像中，1个像素的人小根据分辨率为0 .5nm大小。在长
度测量中，放大到能够进行1个像素大小的判断，通过提升对比度，使得间隙的高度、根据
SEM特性的间隙的区域与基板1之并明确，由此进行长度测量。
[0159］

图9是通过将图8所示的带有初始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浸渍在分子尺镀液中制作

出的纳米间隙电极的SE虹像。图9中的(a )、(b )、(c)和(d）分别是将一个基板E的多个对的一
部分取出而成的像。
[0160］

如图9(c）所示，在间隙间析出金，由吸附在该金的表面的分子尺抑制金的析出，选

取等间隔地具有5nm以土的纳米间隙间的间隙宽度（图的左右方向）的纳米间隙，进行长度
测量。
[0161］

图9(a )是间隙长度为5nm以十的电极，图9(b )是认为间隙长度为5nm以下、f日未进

行牛长的抑制的电极，在图9(d）中，表示超出基于分子尺的间隙牛长抑制，且金属层3A与金
属层3K -.即源极与漏极接触的状态。
[0162]

对于像这样测量长度所得到的各个分子尺，计算平均值和分散值。此外，使用这些

值计算IE态分布。根据测量长度所得到的数据的直方图和IE态分布，能够确认依赖于分子
尺的分子长度的纳米间隙电极的间隙长度精密控制。
[0163］

图10是表示实施例1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图10(a ）中，间隙长度

是l .49nm ，图lO(b）中，间隙长度是2 .53nm0
[0164] 实施例2
[0165］ 在实施例2中，使用LTAB分子作为烷基＝甲基溴化铵，除此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通
过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出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
[0166]

图11是表示实施例2中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图11(a ）中，间隙长度

是1 .98nm ，图∏(b )中，间隙长度是2 .98nm0
[0167] 实施例3
[0168］ 在实施例3中，使用MI'AK 分子作为烷基二甲基溴化铵，除此以外与实施例l 同样，通
过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出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图12是表示实施例3中制作的纳米
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图12(a）中，间隙长度是3 .02nm ，图12(b）中，间隙长度是2 .48nm。
[0169 ] 实施例4
[0170］

在实施例4中，使用CTAB分子作为烷基＝甲基溴化铵，除此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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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子尺尤电解镀法制作出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图13是表示实施例4中制作的纳米
间隙电极的例子的SEM像。图13(a）中，间隙长度是3 .47nm ，图13(b）中，间隙长度是2 .48nm0
[0171 ] ;一算实施例l,--实施例4中制作出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的间隙长度的平均
值和标准偏差。
[0172］

在实施例1中，使用DTAB分子作为界面活性剂,25个具有间隙长度的电极的间隙长

度平均为2 .31nm，标准偏差为0 .54nm0
[0173］ 在实施例2中，使用LTAB分子作为界面活性剂'44个具有间隙长度的电极的间隙长
度平均为2 .64nin，标准偏差为0 .52nin0
[0174］ 在实施例3中，使用MTAB分子作为界面活性剂'50个具有间隙长度的电极的间隙长
度平均为3 .01nm，标准偏差为0 .58nm0
[0175］ 在实施例4中，使用Ci'A K分子作为界面活性剂'54个具有问隙长度的电极的间隙长
度平均为3 .32nm，标准偏差为0 .65nm0
[0176］ 图14是表示实施例1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间隙偏差的分布图。
图15是表示实施例2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间隙偏并的分布图。图16是表
示实施例3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间隙偏差的分布图。图17是表示实施例4
中制作的具有间隙长度的多个电极对的间隙偏差的分布图。图18是使分剔中图14～图17所
示的直方图叠加而成的图。无论哪一个分布都能够近似于IE态分布。
[0177］ 从图18可知，观察到4个依赖于链长的平均值的峰值。图19是表示绘制界面活性剂
分子2链长的长度和实际得到的平均值而成的曲线的图。图20是表示界面活性剂中的碳数n
与间隙长度之间的关系的图。从该图可知，碳数n与间隙长度为线性关系。这样，可知间隙长
度的平均值相对于界面活性剂的碳数是成线性的。由十述可知，通过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
作出的纳米间隙电极依赖于分子尺的链长而被控制。此外，平均值的数值与2分子的链长相
比偏离（).4nm 左右，如图3所示的示意图那样可知通过l 个或2个烷基链长的咬合来控制纳米
间隙电极的牛长。
[0178］ 然而，关于使用碘的尤电解镀法，能够以90％的收带率（Yield )制作5nm以下的纳
米间隙电极。此时的标准偏并为l .37nm0
[0179］ 如实施例1～实施例4所示那样，在使用分子尺的无电解镀法中，通过使界面活性
剂吸附在牛长表面，使得纳米间隙之间中界面活忤剂填充。中此，在纳米间隙之间金属的析
出自行停止，能够基于分子长度控制成间隙长度。而且，间隙长度的标准偏差被抑制为
0 .52nm至0 .65nm ，可知能够以非常高的精度进行控制。但是，其成品率是10％左右。其原因
是，由于与使用碘酊的施镀相比，牛长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容易产牛簇团，簇团附着在电极
部并导致短路的概率增加。
[0180］ 实施例5
[0181］

因此，如木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说明的那样，使箔状的金在碘酊溶液中溶解成
[Au 14］离子。这里，通过加入一 I(+＞抗坏血酸，进行金电极表面的自催化型施镀。也就是说，
利用白催化型的碘无电解镀法瀑寸通过由上而下工艺制作的初始纳米间隙电极施镀，在将
足巨离缩短了 一定程度之后以史短的时间进行分子尺镀。于是，能够抑制金簇团的产牛，还能
够抑制因簇团附着在电极表面而导致的纳米间隙电极的收黹率变并。由此，能够以较高的
收带率（Yield )且更精密地控制间隙长度。图21是作为实施例5而制作的具有纳米间隙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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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极的SEM像。图21(a）是初始电极(23 .9nm）的SEM像，图21(b）是碘施镀之后的纳米间隙
电极（9 .97nm )的SEM像，图21(c）是使用DTAB作为分子尺进行施镀的纳米间隙电极（1 .49nm )
的SEⅫ像。
[0182］ 图22是表示实施例5中制作的各阶段的纳米间隙电极的直方图的图。这样制作出
的纳米间隙电极的牛长，在纳米间隙达到分子尺长度时即自行地停止。即，等间隔地以5nm
以十的宽度控制间隙，纳米间隙电极的成品率从10A 飞跃地十升至37 .904;。这样，可确认：
通过对碘无电解镀之后的纳米间隙电极进行分子尺无电解镀能够提高成品率。
[01831 实施例6
[01841

制作在金纳米间隙电极间固定有金纳米粒子的单电子器件。通过对利用分子尺无

电解镀法制作的纳米间隙电极进行氧等离子体灰化（Ashing by Oxygen Plasma )，对附着
在表面的分子进行灰化处理。接着，将样本在以成为l 毫摩尔（日文原文：\U干4z)的方式将
辛硫醇（C8 S）混入乙醇溶液而成的溶液中浸渍12小时，并用乙醇冲洗2次。接着，在以成为5
毫摩尔的方式混入癸二硫醇（C1052）的乙醇溶液中浸渍7小寸，并用乙醇冲洗2次。然后，在
使由癸硫醇（C10S）保护的金纳米粒子分散在甲苯中并将浓度调节为0 .Sm摩尔的溶液中浸
渍7小时，并且用甲苯冲洗2次。然后，使用乙醇冲洗2次。
[0185］ 图23是示意忤表示实施例6中制作的单电子器件的粒子导入状况的图。如图23所
示，单电子器件中，在漏极（D )与源极（S）相向的两侧设置有第一栅极电极（Gatel )和第二栅
极电极（Gate2)，在漏极与源极的纳米间隙之间配置有Cl0保护金纳米粒子8。
[0186］ 在实施例6中制作的单电子器件中，在从电极l 、2至金纳米粒子之间，分别存在基
丁SAM(Self-Assembled Monolayer，白组装单分子膜）的沟道结。这与通过电阻与电容的并
联连接使电极上、2与金纳米粒子接合是等价的。将电极上平金纳米粒子为止的沟道结中的电
阻的值称为Rl，从金纳米粒子至电极2之间的电阻称为R20 十述Rl、R2的值一般被认为是基
于SAM 、即烷基硫醇・烷烃双硫醇的值。这里，本发明的发明入到目前为止报告了在碳数改
变2个时SAM的电阻值人致变化1个数量级这样的情况（非专利文献l7 、l8 )。因此，基于根据
理论拟合求出的Rl、R2的值，能够计算由哪个分子进行接合。
[0187］ 不通过栅极电极进行调制，而在液氮温度下测量电流电压特性。图24表示未进行
基于栅极的调制的电极1和电极2的电流电压特性，(a）是表示整体的电流电压特性的图，
(b）是其放大图。可知当源极与漏极的电位差Vd在大致一0 .2V平0 .2V之间时没有电流流过。
将其称为库仑阻塞现象，表示使电子通过介于沟道结的单电子岛、即金纳米粒子而产牛的
现象。此外，通过基于理论值进行的拟合，估算Rl、R2的值是6 .OG Q .S .9G Q ，根据这些值认
为双方均是辛硫醇的情况。这表示通过化学吸附进行的粒子导入没有成功。
[0188］ 接着，通过栅极电极进行调制来测量了电流电压特性。图25是表示未进行基丁栅
极电极的调制的电极上和电极2的电流电压特性的图。从图可知，如果施加栅极调制，则电子
进入金的单电子岛的容易度会变化，能够观察到库仑阻塞的宽度变化的栅极凋制效果。利
用这样的调制效果被认为是单电子器件的动作，可知具有作为电极的有用性。如图25所示，
能够使用栅极电极进行栅极调制，能够识别该电极的作为单电子器件的有用性。
[01891 实施例7
[0190］

在实施例7中，使用溴化十烃季胺作为界面活性剂。与实施例1同样，制作初始的金

纳米间隙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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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准备尤电解镀液。作为分子尺，测量25 毫摩尔的溴化十烃季胺

(Decamethoniumbromide )28豪升。这里，测量加入50豪摩尔的氯金（∏Ⅰ）酸水溶液120微升。
作为酸，加入乙酸1毫升，加入0 .1摩尔、3 .6毫升的作为还原剂的L(+）一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好好搅拌后制得镀液。
[0192] 将已制作的、带有金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在无电解镀液中浸渍30分钟左右。由此，
通过实施例7的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制作出具有纳米间隙长度的电极。
[0193］ 图26 是通过将带有初始纳米间隙电极的基板浸渍在分子尺镀液中制作的纳米间
隙电极的SEM像。可知：间隙长度变为1 .6nin时，施镀的牛长白行停止。
[0194］ 图27是表示实施例7中制作的样本的间隙长度的直方图。横轴是间隙长度nm ，纵轴
是计数。间隙长度的平均值是2 .0nm。该值与实施例1 '- 4相比是较小的值。样木数是64个，标
准偏差是0 .56nm ,最小值是1 .Onm ，中央值是2 .Onm ,最大值是3 .7nm0
[0195］ 实施例7中作为界面活性剂的溴化十烃季胺的分子长度是1 .6mnm ，实施例4中作为
界面活性剂的CTAB的分子长度是1 .85nm ,因此实施例7中分子长度较短，与纳米间隙的间隔
变窄的情况相符合。从十述可知，利用界面活性剂的分子长度能够控制纳米间隙长度。
[0196］ 本发明不限定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和实施例，能够在权利要求的范围所记载的发
明范围内进行各种变形，昆然它们也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197］ 产业十的可利用性
[0198］

通过本发明的分子尺无电解镀法对间隙长度进行精密地控制的纳米间隙电极，由
于电极间具有非常狭窄的间隔，所以通过使用该纳米间隙电极，在二极管、隧道元件、热电

子元件、热光伏电子元件等斋要纳米间隙电极的纳米器件的制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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