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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测量关键技术与纳米测量应用 
 
二、项目简介 

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主要内容、特点及主要技术发明等（限 1000 字） 

本项目属于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领域。 
椭偏仪是一种利用光的偏振特性获取待测样品信息的通用光学测量仪器，在集成

电路、光电子通信、有机发光显示、光伏太阳能、柔性电子等国家新兴战略产业中的超

薄层状纳米材料与器件的基础科学研究、制造工艺优化、量产在线监测等诸多环节有

着广泛的应用。迄今为止，椭偏仪特别是高端椭偏仪市场完全被国外垄断，存在着核

心技术被国外“卡脖子”的潜在风险。本项目在首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等

支持下，围绕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测量关键技术与纳米测量应用展开研究，取

得以下创新成果： 
(1) 发明了基于复合波片的宽光谱超级消色差偏振相位延迟技术，研制出覆盖紫外

-可见-红外的超级消色差复合波片偏振相位延迟器，解决了宽光谱全穆勒矩阵测量中的

高精度偏振调制与解调难题。 
(2) 发明了双旋转补偿器型穆勒矩阵椭偏测量系统参数校准与误差修正技术，包括

基于波长迭代求解的系统参数精密校准、因器件缺陷导致退偏效应的系统误差修正、

系统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等方法，保证了宽光谱范围内的全穆勒矩阵高精度测量。 
(3) 提出了纳米结构椭偏散射计算测量新原理，发明了纳米结构椭偏散射正向光学

特性快速建模求解、纳米结构形貌快速鲁棒重构、测量条件优化配置等方法，为纳米

结构三维形貌的非破坏、快速、精确测量开辟了新途径。 
(4) 发明了微光斑探测、宽光谱照明、双旋转补偿器精密同步控制等核心技术与部

件，开发集成了纳米薄膜与纳米结构椭偏测量数据分析软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精

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仪。 
获授权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28 件（包括美国专利 2 件），软件著作版权 8 件，制定

企业标准 1 项，发表 SCI 论文 59 篇。成果与仪器在德国联邦技术物理研究院(PTB)、
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PSI)、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

科院物理所、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

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等国内外近 100 家单位获得成功应用，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

企业对我国高端椭偏仪市场的垄断，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客观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 

1. 查询报告 
教育部科技工作查新站(Z03)针对“基于复合波片的宽光谱超级消色差偏振相位延迟、双旋转补

偿器型穆勒椭偏测量系统参数校准与误差修正、纳米结构椭偏散射计算测量”三个查新点，查新结论：

“除委托查新项目组文献外，未见有与委托查新项目组查新点研究内容与方法相同的文献报道”。 
2. 技术性能检测评价 
中国计量院使用项目组提供的穆勒矩阵椭偏仪，对 SiO2/Si 标准片（美国国家标准计量局 NIST

标样）进行了 30 次重复测量，出具的测试报告显示：测量仪器的重复性精度为 0.002 nm。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计量中心采用 2~1000 nm 系列 SiO2/Si 标准片和 20~200 nm

系列 Si3N4/Si 标准片，对仪器进行了多标样精确度测试，出具的测试证书显示：测试结果全部达到

0.5 nm 不确定度指标。 
国家光电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依据 GB/T 18268.1-2010、GB/T 2423.1-2008、GB/T 2423.2-

2008 分别对仪器进行了电磁兼容性、低温和高温试验，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检验结果符合国家标

准相应条款要求。 
中国船舶工业武汉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检验中心依据 GJB150A-2009 对仪器进行了运输

振动试验，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检验结果符合国家军用系列标准相应条款要求。 
承担的首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于 2016 年 5 月通过验收，以天津大学叶声华院士为

组长的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实施完成了宽光谱广义椭偏仪设备产品开发，突破了宽光谱消色

差补偿和高精度双旋转补偿器同步控制等若干关键技术；项目单位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各项技术指

标。” 
3. 成果的学术评价 
本项目在纳米结构椭偏散射计算测量原理与方法、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仪研制与纳米测

量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59 篇，相关研究工作引起国际权威专家的

高度评价。 
(1) 关于纳米结构椭偏散射计算测量原理与方法的成果。SPIE Fellow、OSA Fellow、美国克莱

姆森大学 E. G. Johnson 教授在国际著名期刊 Opt. Express (2013, 21: 18733-18741)发表的论文肯定项

目组提出的修正等效介质近似模型，“对于二维亚波长光栅结构的等效折射率不存在解析方法，而修

正的近似模型可以用于计算此类结构的等效折射率。”项目组发表在 Opt. Express (2014, 22: 15165-
15177)的论文首次考虑退偏效应，建立了纳米结构的全穆勒矩阵散射模型，获得了多位国际知名学

者的证明引用和评价。例如，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纳米光学计量所所长 B. Bodermann 研

究员指出：“全穆勒矩阵测量方式可以拓展传统光学散射测量技术的灵敏度或应用范围。”(Surf. 
Topogr.: Metrol. Prop. 2016, 4: 024014) 再如，匈牙利科学院(HAS)技术物理与材料科学研究所光子学

部主任、国际光谱椭偏学大会(ICSE)首届 Paul Drude 奖获得者 P. Petrik 研究员在其撰写的英文论

著中整段评述并配图引用项目组工作：“……尽管缺少样品高阶响应，光谱穆勒矩阵偏振信息足够可

以获得更高灵敏度的测量，即便是对于多个拟合参数的情况。……如图 17.5 所示。”(Chap. 17 in 
Spectroscopic Ellipsometry for Photovoltaics, Springer, 2018) SPIE Fellow、AVS Fellow、第 5 届国际光

谱椭偏学大会(ICSE-5)主席、美国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A. C. Diebold 教授在 Opt. Express (2014, 
22: 26246-26253)上发表的论文肯定项目组提出的测量条件优化方法可以将测量精度从 0.1 nm 提升

至 0.02 nm，“通常，所得到的测量结果精度在埃数量级；而对于一个测量条件配置完全优化之后的

系统，测量精度可以突破至 20 pm。”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尺寸计量部主任 R. J. Kline
研究员肯定项目组提出的测量条件配置优化的重要性，“……光学散射测量的灵敏度是入射角和方位

角的函数。优化测量条件对于目前特征尺寸远小于光学波长的 IC 结构的测量显得尤为重要。”(J. 
Micro/Nanolith. MEMS MOEMS 2018, 17: 044002) A. C. Diebold 教授引用项目组提出的关于基于梯

度修正的库匹配参数提取方法并作大段评述：“这种被称为逆散射测量方法的形貌提取可以采用线性

或非线性回归，通过重复计算正向光学模型的迭代求解过程得到；也可以通过借助一定算法在预先

生成的光谱库中搜索与测量光谱最为匹配的库匹配法来实现。”(J. Micro/Nanolith. MEMS MOEMS 
2015, 14: 031208) 

(2) 关于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仪研制与纳米测量应用的成果。项目组发表在国际著名期

刊 Appl. Phys. Lett. (2013, 103: 151605)的论文，国际上第一次发现了纳米压印光栅椭偏散射测量中



的退偏现象并解释了其产生机理，研究工作得到德国 PTB 表面计量所所长 L. Koenders 研究员与中

国计量科学院罗志勇研究员的肯定评价，并在其研究中直接引用了论文中的退偏指数(Depolarization 
Index)来评估退偏程度(Appl. Surf. Sci. 2017, 421: 624-629)。项目组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J. Appl. Phys. 
(2014, 116: 194305)的论文，首次通过清晰的理论与实验展示了穆勒矩阵椭偏仪在非对称性纳米结构

测量中的优势，研究工作得到 SPIE Fellow、OSA Fellow、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应用光学研究中心主

任 W. Osten 教授大段引用与评述，“因此，通过测量宽光谱范围内的穆勒矩阵或针对特定光栅选择

预定好的测量配置，可以获取非对称角度。也可以利用全穆勒矩阵，获取纳米压印光刻大光栅的底

部倾斜信息。”(J. Micro/Nanolith. MEMS MOEMS 2016, 15: 044005) 项目组应国际著名期刊 Thin Solid 
Films 邀请撰写特邀论文(Thin Solid Films 2015, 584: 176-185)，文章系统介绍了项目组在纳米结构椭

偏散射计算测量理论与方法以及穆勒矩阵椭偏仪仪器研制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获得了多位国

际知名学者的证明引用和评价。例如，AIC Fellow、美国 NIST 资深科学家 Y. S. Obeng 研究员与国

际半导体技术路线图(ITRS)计量工作组组长 B. D. Bunday 研究员等人在 Nature 子刊 Nature 
Electronics 上撰写的综述论文中，大段评述项目组工作：“业界所使用的实验方法正向可以获取更加

完整的散射光物理本质的技术方向发展。穆勒矩阵光谱椭偏仪就是这样一种重要技术……”(Nat. 
Electron. 2018, 1: 532-547)；SPIE Fellow、OSA Fellow、2005 年 SPIE G. G. Stokes 奖获得者、现代

椭偏学开拓者 R. M. A. Azzam 教授在其特邀综述论文的引用并评述：“穆勒矩阵椭偏仪更重要的一

个应用是用于半导体产业中纳米结构关键尺寸的测量。”(J. Opt. Soc. Am. A 2016, 33: 1396-1408) 再
如，多名 CIRP Fellow（包括日本东北大学 W. Gao 教授、丹麦技术大学 H. N. Hansen 教授、天津大

学长江学者房丰洲教授等）在其联名发表的长篇综述论文中，整段评述并配图引用：“……基于获取

的 4×4 阶穆勒矩阵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实现了更为灵敏的纳米结构重构。如图 38 所示，……”(CIRP 
Ann.-Manuf. Technol. 2017, 66: 683-705) 

4. 部分用户应用评价 
瑞士 PSI 评价：利用穆勒矩阵椭偏仪实现了系列电子束光刻光栅结构和刻蚀硅光栅结构三维形

貌的精确测量。 
比利时 IMEC 评价：利用穆勒矩阵椭偏仪实现了高深宽比(~10:1)纳米柱阵列结构（周期 90 nm，

直径 30~45 nm）三维形貌的精确测量。 
德国 PTB 评价：实现了对由 PTB 制备的标准纳米光栅结构三维形貌的精确测量，与其他测量

手段的对比结果展示了穆勒矩阵椭偏仪对纳米结构测量的精度。 
中国计量院评价：利用穆勒矩阵椭偏仪实现了硅球表面任意位置超薄氧化层的准确测量，有力

地支持了我院阿伏伽德罗常数测量项目的顺利实施。 
中科院物理所评价：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相关研究成果为跨尺度纳米批量制造工艺及其形貌

与光学特性表征提供了新思路，在仿生、生物、能源 MEMS/NEMS 及微纳光子学领域有重要的应

用潜力。 
华南理工大学评价：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相关研究成果优化得到的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

到 11.35%（2016 年）、优化得到的单节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 15.6%（2018 年），均为当时的国

际最高纪录。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价：为检验和提高公司自主研发的光刻机性能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测量手段。 
华海清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评价：为检验和提高公司自主研发的 CMP 设备及清洗工艺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非破坏、精确测量手段。 
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评价：为提高和完成公司新一代高性能光刻胶系列产品研制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测量手段。 
浙江启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评价：为检验和提高公司自主研发的浸没式光刻工艺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测量手段。 
5. 学术交流 
刘世元教授应邀在第 7 届国际椭偏仪大会(ICSE-7)上做大会报告，介绍项目组在高精度宽光谱

穆勒矩阵椭偏仪研制及纳米结构测量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该会议创办二十年来首位做大会报告

的华人学者。 
刘世元教授担任组委会主席，分别于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成功组织举办了第一至第三届

“全国椭圆偏振光谱学研讨会”，这是我国椭偏研究领域在时隔 30 年后，再次召开的全国范围的学术

活动。 



四、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与仪器已在德国 PTB、比利时 IMEC、瑞士 PSI、中国计量院、中科院物理所等国内外

近 100 家单位获得成功应用。相关技术成果已实现产业化与批量化销售，用户包括武汉新芯、光迅

科技、华星光电、上海微电子装备、南大光电、京东方、天马微电子等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平板

显示龙头企业。典型应用如下： 

典型应用一：纳米测量基础科学研究 

德国 PTB：纳米结构椭偏散射测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模型的测量方法，为其建立可溯源至国际

标准单位的完整量值溯源体系是目前极具挑战的研究课题。利用项目组研制的仪器对由 PTB 制备的

标准纳米光栅开展精确计量研究，与其他测量手段如掠入射小角 X 射线散射仪、深紫外散射仪和小

角极紫外散射仪的对比结果，充分展示了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纳米结构测量精度。 
中国计量院：近年来，包括我院在内的多国科学家联合实施的“阿伏伽德罗计划”，其目的是精

确测量出一个由硅 28 构成的“完美硅球”内的原子个数，即精确测定阿伏伽德罗常数，从而将质量单

位“千克”改由精确稳定的物理常数来重新定义。利用项目组研制的仪器在表征各向异性方面的独特

优势，克服了传统椭偏仪在曲面膜厚测量中难以精确定位顶点的难题，实现了硅球表面任意位置超

薄氧化层的准确测量，有力支持了我院阿伏伽德罗常数测量项目的顺利实施。 
中科院物理所：利用项目组研制的仪器实现了对外场诱导三维纳米结构特征尺寸等形貌参数以

及对折叠与弯曲复合纳米结构表面等离子激元等光学特性的精确测量与表征。相关研究成果为跨尺

度纳米批量制造工艺及其形貌与光学特性表征提供了新思路，在仿生、生物、能源 MEMS/NEMS 及

微纳光子学领域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华南理工大学：利用项目组研制的仪器及相关成果研究了有机半导体材料基础光学特性，构建

了有机半导体器件光学特性计算模型，用于指导 OPV/OLED 光电器件结构优化设计，显著提高了器

件的光电转化效率。其中，优化得到的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 11.35%（2016 年）、优化得到

的单节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 15.6%（2018 年），均为当时的国际最高纪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 Adv. Mater.、Adv. Energy Mater.、Solar PRL 等国际著名期刊，为有机半导体材料设计和性能调

控、以及光电器件结构优化设计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结起来，利用仪器测得的穆勒矩阵中包含的更为丰富的待测样品信息，发现并揭示了光学退

偏、刻蚀各向异性、有机分子取向、二维材料光学特性层数依赖等新的物理现象，为物理、化学、

生物、材料等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纳米表征分析工具。 

典型应用二：纳米测量工程应用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完成了 70 余种存储器芯片制程所涉及主要材料光学特性的测

量表征，建立了半导体材料的光学常数数据库。相关研究成果促进了公司 Flash 存储器制作过程的工

艺改进和优化，为提升 Flash 存储器的产品良率和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50 余种光通讯器件主要半导体材料光学特性的测量表征，

建立了该领域光电半导体材料的光学常数数据库。相关研究成果促进了公司 DBF 激光器制造过程中

工艺及器件性能的改进和优化，提升了公司 DBF 激光器产品的良率、器件性能和生产效率。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 80 余种新型显示器件制造过程中主要材料光学特性的测量

表征，建立了包括有机、无机、金属材料在内的完整新型显示材料光学特性体系和光学常数数据库。

相关研究成果促进了 LCD/OLED 制造过程中的工艺和器件性能的改进和优化，对于提供 LCD/OLED
产品良率这一行业难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总结起来，为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光电子器件、光伏太阳能电池等多家企业建立了共计 200 余

种主要材料的光学常数数据库，为这些相关行业提供了有效的纳米结构薄膜工艺优化和在线监测手

段，显著提高了企业新产品研发效率和产品良率。 
 

 

 

 

 

 

 

 



五、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刘世元 排    名 1 

工作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技术职务 教授 

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 1398616319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总体技术规划，对创新点 1 中的宽光谱超级消色差相位延迟

器优化设计、创新点 2 中的穆勒矩阵椭偏测量系统参数精密校准、创新点 3 中的纳米

结构椭偏散射计算测量原理与方法、以及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纳米测量应用等方面

均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    名 陈修国 排    名 2 

工作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 15872384098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对创新 1 中的宽光谱超级消色差相位延迟器优化设计与光轴对准、创新 3 纳米结构

椭偏散射计算测量原理与方法、以及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纳米结构测量应用方面做

出了主要贡献。 

姓    名 张传维 排    名 3 

工作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 1398629826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对创新 4 中的微光斑探测、宽光谱照明、双旋转补偿器精密同步控制等核心技术与

部件研制，本项目技术成果转化与系列高端椭偏仪产品产业化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    名 谷洪刚 排    名 4 

工作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技术职务 博士后 

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 1592745691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对创新 1 基于复合波片的宽光谱超级消色差偏振相位延迟技术与器件、创新 2 中的

系统测量不确定度评估和系统参数优化与精密校准、创新 4 中的系统测量分析软件、

以及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有机材料和二维材料测量应用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    名 李伟奇 排    名 5 

工作单位 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职务 技术 

完成单位 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3260593297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对创新 2 中的穆勒矩阵椭偏测量系统参数校准与误差修正技术等核心技术，以及创

新 4 中的本项目技术成果转化与系列高端椭偏仪产品产业化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    名 江浩 排    名 6 

工作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技术职务 副教授 

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联系电话 18872210427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对创新 2 中的测量系统模型与误差传递模型、创新 3 中的纳米结构形貌鲁棒提取方

法、以及基于穆勒矩阵椭偏仪的曲面纳米薄膜、刻蚀各向异性、全息光栅结构等测量

应用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排名 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 

1 华中科技大学 主要负责相关关键技术与原理样机研发以及应用研究任务 

2 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工程样机开发以及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发明专利 
Alignment method for 

optical axes of composite 
waveplate 

美国 US9103667 2015-08-11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谷洪刚、陈

修国、张传维、李伟

奇、杜卫超 

发明专利 
Method for extracting 
critical dimension of 

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 
美国 US9070091 2015-06-30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朱金龙、张

传维、谷洪刚 

发明专利 
一种透射式全穆勒矩阵光

谱椭偏仪及其测量方法 
中国 ZL201310040729.7 2015-11-04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李伟奇、张

传维、陈修国 

发明专利 
旋转器件型光谱椭偏仪系

统参数校准方法 
中国 ZL201310040730.X 2015-10-07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李伟奇、张

传维、陈修国 

发明专利 
一种旋转补偿器型椭偏仪

的系统误差评估及消除方

法 
中国 ZL201310302367.4 2015-12-02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杜卫超、张

传维、谷洪刚、李苏

斌 

发明专利 
椭偏测量系统的随机误差

评估方法 
中国 ZL201310094643.2 2015-02-18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谷洪刚、陈

修国、张传维、李伟

奇、杜卫超 

发明专利 
一种广义椭偏仪的同步控

制系统 
中国 ZL201310089535.6 2015-07-29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杜卫超、张

传维、陈修国、陈

锦、谷洪刚 



发明专利 
一种四分之一双波片相位

延迟器 
中国 ZL201310321074.0 2016-04-13 华中科技大学 

刘世元、谷洪刚、张

传维、陈修国、李伟

奇、杜卫超 

软件著作权 
颐光一维光栅光学特性计

算软件 V1.0 
中国 2014SR186035 2014-09-01 

武汉颐光科技

有限公司 
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

司 

软件著作权 
颐光二维光栅光学特性计

算软件 V1.0 
中国 2014SR203073 2014-09-01 

武汉颐光科技

有限公司 
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

司 



八、提名者及提名意见（限 150 字） 
 
提名者： 

华中科技大学 
 

提名意见： 
该项目在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测量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系列创新成果，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宽光谱穆勒矩阵椭偏仪，并且

实现了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符合国家战略，在理论上有重要创新，技术上有

重大突破，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社会经济

效益显著。 
提名该项目为湖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