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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射扫描电镜使用规程  

1. 制样：样品需无水无油，干燥 3h 以上，制样过程戴手套! 

制样地点：1161-1165 室（在 1166 实验室对面）SEM 制样台 

块状、片状样品：用导电胶带制样，步骤为在钉台上贴好导电胶带，再把样品粘在胶带上 

 

也可用液体导电胶制样，步骤为样品放在样品台上，四角用液体导电胶固定 

 
粉末样品：推荐硅片制样，需自行准备硅片并在实验室制备完成后带至制样室进行上述块状样

品制样，硅片制样步骤如下： 

（1）粉末分散在与其不发生反应的溶剂中，超声振动分散 5-20 min； 

（2）用一次性吸管滴在干净整洁的金属箔/硅片上，真空干燥 3h 以  上； 

（3）带至制样室贴样； 

 

2. 导电处理：不导电样品需进行导电处理（铂离子溅射），导电样品可不进行操作。 

导电处理地点：1161-1165 室 SEM 制样台 

   

将粘贴有样品的钉台转移至离
子溅射仪中，注意：不可将样

品台整个放入！

盖紧样品仓，注意：双手开盖，
轻拿轻放，玻璃罩需严实密封！

打开离子溅射仪上power键，
待真空泵抽真空至0.05mbar；

检查手动/自动开关(AUTO 
MANUAL)是否在AUTO上常亮，
设置溅射时间（长按测试/暂
停PAUSE/TEST+加减设置

SET），溅射10 s约沉积3nm
厚铂层

检查真空是否抽至0.05mbar，
若已到，点击Cycle，仪器自
行进行抽气-排气-抽气过程，
观察溅射时间开始进行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关闭power键，
等待样品仓泄真空结束，取出
钉台并放置在样品台上锁紧，

注意：切勿蛮力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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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样：放置样品台需戴手套！ 

 

 

 

 

点击Vent,待绿灯不再闪
烁

打开预抽室门，锁紧样品
台，关紧门

按Store，待Store键绿灯
不再闪烁，按下Transfer

键

待Transfer键不再闪烁，
且预抽室的挡板完全降下，
样品室灯自动亮起后，水

平推入样品台推杆

样品完全送入马达台后，
旋松螺丝，拉出推杆

推杆放置到位后，按下
Store键，挡板自动上升，
绿灯不再闪烁，则进样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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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拍摄照片： 

 

移动双操纵杆控制样品室马达台，
将样品移动至镜头正下方，样品台
位于视野左侧，Z轴距离极靴5-
7mm（约1个手指头的距离）;

观察system vacuum 是否优于5*10-6 

mba，Gun vacuum 是否优于5*10-9

mba，若是，则打开EHT on，若否，
则等待真空度达到;

按Camera或者双击
Signal A→SE2，可打开

电子成像模式;

在low mag模式下寻找样品位置
（ctrl+tab调出绿标移动位置），待找到
样品后，切换为normal模式，选用合适
探头调清楚图像，调整电压、Focus、
像散stigmator、电子束对中wobble，进

行图像清晰度调整;

图像调整清楚后、点击鼠标右
键，send to，选择TiFF File，
选择图片存储位置、图片命名、
存储图片，第一次选择后，同
一样品拍多张图可直接点击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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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注意事项： 

1、在测试前需充分调研待测样品信息，明确样品测试需求， 通过软件设置合适的加速电压、工作

距离、检测器、光阑大小及降噪模式； 

2、为得到较佳的测试结果，需进行相关参数的初步设置及摸索： 

1） 加速电压 EHT： 

① 高加速电压---高分辨率、大的穿透厚度、更易荷电； 

② 低加速电压---低分辨率，小的穿透厚度，减少荷电。 

 

2） 工作距离 WD，移动 Z 轴切记需缓慢上升，勿碰撞到极靴： 

① 工作距离大---低分辨率，景深大； 

② 工作距离小---高分辨率，景深小。 

 

3）检测器 Signal A： 

① Inlens：适合高分辨的表面细节观察，要求小的工作距离，较佳的工作距离 1-5 mm，受荷电 

影响较大； 

② SE2：不易荷电，多用于常规观察，图像立体感好，大景深，较佳工作距离 5-12 mm； 

③ ESB：反应样品的原子序数衬度，分辨率较 BSD 高，通过 grid 的选择，可以过滤掉低能量 

的电子，反映的衬度信息更佳； 

④ BSD1： 反应样品的原子序数衬度和通道衬度，受荷电影响较小，较佳工作距离 5-10 mm 左 

右， 一般使用 30 μm 或者更大的光阑， 加速电压设定在较高值， 如 10 kV，BSD gain level 选择 

medium 或 high。 

 

4） 光阑： 

① 大光阑---低分辨率，信噪比好，激发的 X-Ray 多， EDS 分析时可选取 60mm 光阑； 

② 小光阑---高分辨率，信噪比差，激发 X-Ray 少；一般无特殊测试需求时，建议光阑选取 20mm。 

 

5） 降噪模式： 

① 大多数样品拍照建议采用线积分模式，软件选项栏【2 30s】 ； 

② 荷电漂移可用漂移校正面积分，软件选项栏【5 DRI】 ； 

③ 找样品可用像素平均模式，软件选项栏【1 Sc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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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退样操作：取出样品台需戴手套！ 

 

图片拍摄完成后、放小Mag，
点camara回到相机模式，调低

样品台，关闭EHT,点击
Exchange，待样品台自动回到

原位；

样品归位后，按Transfer键，
待绿灯不再闪烁，挡板自动

降下，样品室灯亮；

推入拉杆，旋紧螺丝，拉出拉杆，
确保拉杆拉到位，带出样品；

按Store键，挡板自动关闭，
等待绿灯不再闪烁；

按Vent键，预抽室放气，待绿灯
不再闪烁后打开预抽室门，取出
样品后关紧门后按下Store键使预

抽室重新抽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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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谱分析（打开转样仓后需等待 1min 以上再开启能谱运行，待机能谱后需等待 1 min 后再

打开转样仓） 

 

确定Com3已连接，点击
能谱运行，等待状态从冷
却转换为冷（2-3min），
点击插入，USB模式观察

探头插入

调整好电镜电压，一般为
3-7kV，图像聚焦和大小
后，选择能谱分析模式

按照向导进行操作、点击
扫描图像，等待图片扫描

在界面

点击采集图像，选择适当
的采集区域，等待软件分
析结果，并在构建分布图

数据处增减元素

在采集图像界面停止图像
采集，导出报告结果，能
谱分析完成后点击待机，
在USB模式下观察探头是

否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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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1、左右侧、下侧工具栏不小心被误删 

解决：菜单栏 View→tool bar→弹出的窗口左侧方框全部打勾→ok→把多余的工具栏删掉即可 

2、误点 start 屏幕变黑 

解决：旋转 contrast，使屏幕变亮，重新调整图片 

3、点 EHT on 时点成 Vent 

解决：弹出的警告窗口点 NO，不要点 Yes！！ 

4、电镜软件卡顿 

解决：不要关电脑！等待软件自行运行，若还是很卡，请联系管理员 

5、能谱软件显示应用程序正忙 

解决：先确定采集数据是否停止，若未停止，请双击停止，则立即停止，单击停止需等待 30s 才能

停止结束，若停止后仍显示应用程序正忙，在程序管理器(ctrl+alt+delete)中关闭能谱软件后等待 10s，

再重新打开软件 

6、能谱软件警告未连接电镜 

解决：在电镜桌面上找到 Recom 图标，打开后选择通道 COM3，点击后面的打勾按钮【open port】 

7、电镜 exchange 归位窗口被删掉 

解决：菜单栏 stage→store/recall 

8、能谱未自动显示元素 

解决：点击向导中样品描述中预设定元素，选择元素周期表下的【采集过程中 Auto ID】打勾 

9、样品台掉落 

解决：1、样品台掉落卡在进样仓门处：按 store 关门，若样品台倒向预抽室，则直接 Vent 后取样，

注意若有样品渣残留在预抽室，用无尘布和无水乙醇清理干净，若样品台倒向样品仓，看 2 

     2、样品台掉落在样品仓中：关闭 EHT on，点击软件右下方任务栏 Vac 中 Vent，弹出窗口点

Yes，等待样品仓泄真空完全，握住大样品仓把手，拉出样品马达台，找到掉落的样品，清理干净

残留物（用无尘布，若有无法擦干净的脏污可使用适当无水乙醇），关上大样品仓，注意大样品仓

门上垫圈密封完全，点击 Vent 位置处出现的 Pump，等待样品仓抽真空，系统真空达到 10*10-6 后

点击软件上方菜单栏 stage 中的第一项 stage initial 进行样品马达台初始化，初始化进度条走完后

可正常进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