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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用TEM ?

人眼：分辨率约为0.2 mm

光学显微镜：分辨率约为λ/2，约0.2 µm

SEM：JSM-7001F的分辨率为3 nm（15 kV工作电压）

TEM：常规高分辨TEM点分辨率约0.2nm

球差矫正TEM（Titan G2 60-300）可达0.08nm



分辨率与有效放大倍数

人眼 光镜 SEM TEM

分辨率 0.2 mm 0.2 µm 2 nm 0.2 nm

有效放大倍数 1 1000 10万 100万

Rayleigh准则：两物点S１、S２经过物镜在像平面形成像s1’、s2’

（Airy斑），当两Airy斑间距等于Airy 斑半径时，人眼可分辨。

光学显微镜的分辨极限：

d = 0.61λ/(nsinα)≈λ/2≈0.2 µm

有效放大倍数：

＝人眼分辨率/仪器分辨率

＝0.2mm/0.2µm=1000倍



TEM的理论分辨率

 衍射效应（Rayleigh准则）对分辨率的限制： d = 1.22λ/α (α为OLA孔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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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电压 15 kV 100 kV 200 kV 300 kV

相对论修正电子波长（Å） 0.0994 0.037 0.0251 0.0197

理论分辨率（nm） 0.12-1.2 0.05-0.5 0.03-0.3 0.024-0.24

OLA衍射效应并非限制TEM分辨率的关键因素，而是象差效应；

Reyleigh准则前提是非相干光，不适用于TEM，要另做考虑。



二、TEM的基本构造



二、TEM的基本构造

照明系统

 组成：电子枪+静电透镜(A1+A2+加速管)+枪对中线圈

+聚光镜（C1+C2+CM+CL Def+CL Stig+CLA）

 作用：亮度高、束斑小、束流稳定、孔径角小的照明源

成象系统：物镜（OL+OM+OL Stig+Image shift+OLA+SAA）

+中间镜（IL1+IL2+IL3+IL Stig）+投影镜(PL+PL Def)

观察记录系统：荧光屏+双目镜+照相室+CCD

+STEM-BF/DF探头+EDS探头+PC

真空系统：机械泵+扩散泵+离子泵

供电控制系统：稳压电源+高压箱+配电柜+阀门+测角台

冷却系统：水箱+液氮+空调



三、TEM的成像原理

阿贝成像原理：TEM与OM阿贝衍射成

像原理相同，样品对电子束相当于一个

“三维光栅”。平行入射电子束经样品

散射作用形成各级衍射束，经物镜聚焦

后在物镜后焦面上形成衍射谱，衍射谱

再经过干涉在物镜象平面上形成图像。

 IL和PL放大：衍射谱和图像经IL和PL

再次放大，在荧光屏上得到放大的衍射谱

或形貌像。

 IL物面与OL象面重合＝>放大的形貌像；

 IL物面与OL后焦面重合＝>放大的衍射谱。



三、TEM的成像原理



弱相位体近似（运动学近似）

相位体：忽略样品对电子波的振幅衰减，只考虑相位变化

弱相位体： σΦ(x,y)<<1，透射函数q(x,y)=exp[iσΦ(x,y)]可展开为

q(x,y)=1+ iσΦ(x,y)

只有满足弱相位体近似时，图像衬度C(x,y)=-2σΦ(x,y)*F(sinχ)才

有可能是样品势场的直接反映，从而得到可直接解释的反映样品

晶体结构的图像



物镜衬度传递函数

来由：q(x,y)经OL后由于OL的象差（球差+色差）、离焦（Δf）、

物镜光阑衍射效应都会引起q(x,y)的失真，导致图象的模糊。

衍射波函数（衍射谱）： Q(u,v)=F[q(x,y)]A(u,v)

 离焦效应：相当于在OL后焦面的衍

射波波阵面上附加一相位差χ1 。

 球差：OL对旁轴电子的会聚能力大

于近轴电子会聚能力，球差引起的

象点漫散Δr=Csα
3，球差引起OL后

焦面上的相位变化为χ2。

球差是限制TEM分辨率的最基本因素，无法用正负透镜补偿，

但可和欠焦效应相互补偿。



物镜衬度传递函数

 色差：OL对不同能量（波长）电子

的会聚能力不一样（灯丝发射电子能量

分散、高压不稳、样品散射导致能量变化），

色差引起的象点漫散为，色差相当于

在OL后焦面上引入一个虚拟光阑，

严重衰减ED的高频分量。

 象散效应：OL非轴对称引起，可通过消象散器完全消除，忽略
对A(u,v)的影响。

 衬度传递函数：



物镜衬度传递函数

Scherzer欠焦：欠焦量与球差的配合，使sinχ(u,v)=-1的平台展开

最宽时的欠焦量即最佳欠焦量，此时象衬度正比于势函数，是

样品真实结构的反映，HRTEM可直接解释。

象强度：
I(x,y)＝1-2σΦ*F(sinχRBC)

衍射谱：
Q(u,v)=F[q(x,y)]A(u,v)

象衬度：
C(x,y)=-2σΦ*F(sinχ)

当sinχ=-1时,

C(x,y)=2σΦ(x,y)



衬度传递函数与TEM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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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χ函数：综合反映球差和欠焦量对成象质量的影响，是比较

准确和科学的TEM分辨能力的评价参数，Scherzer欠焦条件下，

sinχ函数与横坐标的交点规定了TEM的点分辨率。



四、晶体学基础知识

晶体：原子周期性排列，长程有序结构 ＝>  重复单元（单胞）

布喇格单胞：7大晶系，14种布喇格单胞，为惯用单胞

晶系 点阵符号 单胞的轴和夹角关系 需注明的单胞参数

三斜 P a≠b≠c, α≠β≠γ a, b, c, α, β, γ

单斜 P, C a≠b≠c, α=γ=90º≠β a, b, c, β

正交 P, C, I, F a≠b≠c, α=β=γ=90º a, b, c

四方 P, I a=b≠c, α=β=γ=90º a, c

立方 P, I, F a=b=c, α=β=γ=90º a

三角 R a=b=c, α=β=γ a, α

六角 P a=b≠c, α=β=90º, γ=120º a, c



四、晶体学基础知识

 晶向指数[uvw]、晶向族<uvw>

 晶面指数(hkl) 、晶面族{hkl}

 晶面间距dhkl、晶面夹角Φ12

 晶带、晶带轴[uvw]

 密勒指数与密勒-布喇菲指数

a1

a2

a3

c

密勒指数（三轴坐标系） 密勒－布喇菲指数（四轴坐标系）

晶面指数 （h k l） (h k i l)，i=-(h+k)

晶向指数 [u v w] [UVTW]

U=(2u-v)/3, V=(2v-u)/3, T=-(U+V), W=w

晶带定律 hu+kv+lw=0 hU+kV+iT+lW=0



四、晶体学基础知识

倒易点阵与电子衍射图

正空间

单胞基矢

点阵矢量

倒空间

倒易基矢

倒易矢量

正点阵的点阵方向与倒易点阵的点阵平面对应，正点阵的点阵平

面与倒易点阵的点阵方向对应；

缘由：电子衍射图是二维倒易点阵平面的投影，每个衍射斑点对

应一个倒易阵点，便于分析晶体的几何关系和电子衍射图。



倒易关系

晶面(hkl)  ┴ 倒易点阵方向[hkl]*，晶面间距dhkl=1/r*hkl

倒易平面(uvw)*  ┴ 点阵方向[uvw]，d*uvw=1/ruvw

晶带定律： ruvw ● ri*=uhi+vki+wli=0，

求晶带轴：两晶面(h1 k1 l1)和(h2 k2 l2)属于同一晶带轴[uvw]，有：



五、电子衍射分析

衍射方程：晶体的周期性特征使电子散射在

某些方向加强某些方向抵消而形成衍射，当

衍射矢量K与倒易矢量 r*相同时（K=k’-

k=r*），散射波程差δ＝nλ ，周相相同，在k’

方向产生衍射。

布喇格方程：晶体对电子的衍射可看成晶面

对电子的反射，由|k|=|k’|=1/λ，K=r*=1/d ，

得出2dsinθ=λ（衍射方程的直观表达方式）。



电子衍射图与倒易点阵平面

厄瓦尔反射球（衍射方程的图解）

 EDPs是二维倒易点阵平面的投影：

λ非常短 => 反射球半径非常大

=> 反射球面可近似为平面

=> 倒易点阵与反射球相截近似为平面

衍射出现的条件：倒易阵点G与反射球相截时，

衍射条件成立(K＝r*) ，故从倒易阵点与反射球

的几何关系即可判断出衍射是否出现。

衍射基本公式：Rd=Lλ

 球心：晶体点阵原点O1；

 半径：1/λ；

 倒易阵点原点：k的端点O；



电子衍射图的标定

目的：确定衍射斑点所对应的晶面指数和所属晶带轴

基础：晶带定律

几何特征：EDPs是倒易点阵平面的投影，平面约化胞（最小平

行四边形）的基本参量：R1、R2和R3，或者R1、R2其夹角Φ

平行四边形 六角形有心矩形

矩形 正方形



电子衍射图的标定

R3

R2 R1

晶面间距计算：

标尺： 5  1/nm  2.540

最短： R1＝？ 2.455

次短： R2＝？ 2.455

短对角：R3＝?    2.850

R1＝4.83 1/nm => d1=1/R1=0.207nm

R2＝4.83 1/nm => d2=1/R2=0.207nm

R3＝5.61 1/nm => d3=1/R3=0.178nm

Ni：FCC

a=b=c=0.3524nm

α＝β＝γ＝90º

晶面间距公式计算dhkl；
或软件计算dhkl；
或查PDF卡片得dhkl。

=> {111}=(111)

=> {111}=(-1-11)

=> {002}=(002)

1    1    1    1    1    1

0    0    2    0    0    2

2   -2    0              =>  <1-10>Ni

晶带定律：hiu+kiv+liw=0,  i=1,2,3

(111)(-1-11)

(002)

(220)

[1-10]Ni自洽检查：r3*=r1*+r2*，标出其他衍射斑



电子衍射图的标定

 注意：EDPs的180º不唯一性、自洽
性和左右手向指问题

电压：200 kV => λ=0.00251nm

相机长度：L=80 cm

最短： R1＝0.970 cm

次短： R2＝0.970 cm

短对角：R3＝1.128 cm

=> d1=Lλ/R1=0.207nm

=> d2=Lλ/R2=0.207nm

=> d3=Lλ/R3=0.178nm

晶面间距计算：

(111)(-1-11)

(002)

(220)

[1-10]Ni

d1=> {111}=(111)

d2 => {111}=(-1-11)

d3 => {002}=(002)

Ni：FCC

a=b=c=0.3524nm

α＝β＝γ＝90º

晶面间距公式计算dhkl；
或软件计算dhkl；
或查PDF卡片得dhkl。

衍射斑点对照：



六、TEM样品制备—块体样品

切片：金刚石低速锯/线切割；

Φ3mm圆片切割：圆片打孔机
（韧性材料），超声切片机（硬
脆材料）+加热台+载玻片+石蜡；

预减薄：砂纸+磨样器+金刚石
研磨膏+加热台+石蜡；

进一步预减薄：砂纸+磨样器+金
刚石研磨膏+加热台+石蜡；



块体样品—离子减薄法

凹坑：凹坑仪+金刚石研磨膏；

离子减薄：离子减薄仪。

简记：切磨凹减

 注意：切片前选好方
向，记录切片位置；
动作要轻，否则可能
前功尽弃。



纳米粉末样品—微栅法

将适量粉末样品分散于装有酒精的称量瓶内，超声分散

将碳膜微栅浸入分散有粉末样品的称量瓶捞出样品

真空箱内干燥

注：微栅法制备的磁性纳米粉TEM样品不能进行TEM观察！



微米粉末样品—包埋法

将粉末分散于事先配制好的包埋剂中，然后注入包埋板中

适当温度下进行固化

然后按照块体样品的方法制样（切磨凹减）

注：磁性粉末可以通过此方法制样

812环氧树脂套装 Spurr低粘度套装 M-610离子减薄专用套装



纤维样品—包埋法

包埋法制备炭纤维TEM样品：

将配制好的包埋剂注入包埋板中；

适当温度下使包埋剂半固化；

将CF切断放在半固化的包埋剂上，用滴管缓慢滴入包埋剂；

适当温度下完全固化；

按照块体样品制样方法制样。



薄膜样品（截面样品）—对粘法

根据观察需要按特定方向切片；

酒精清洗，干燥，涂粘接剂对粘；

用截面样品夹加紧，置于加热台上固化；

按照块体制样方法制备（磨凹减）。

注：必须用磨样器，防止粘接界面开裂！



其他制样方法

电解双喷法：电解双喷仪，适合块体金属样品，制样快，薄区多；

超薄切片法：超薄切片机，适合微米纳米级韧性材料；

聚焦离子束法（FIB）：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减薄，设备贵。



七、TEM应用实例—炭纤维

低倍形貌：皮芯结构，皮层和芯部的尺寸

SAED：(002)为均匀多晶环，微晶取向随机；

HRTEM：乱层结构，微晶相互交联，微晶尺寸，纳米孔隙。

炭纤维横截面



七、TEM应用实例—C/C复合材料

 同心热解炭层，>420 nm；

 炭纤维与热解炭结合良好；

 OA=54°，MT热解炭；

 碳原子层 // 炭纤维表面。

常规C/C复合材料



CNFs增强C/C复合材料

 CF表面同样存在薄HT热解炭层；

 网状CNFs分布密度非常高；

 CF表面无MT热解炭，CNFs网状结构中存在ISO热解炭。



催化C/C复合材料

低倍形貌：催化剂颗粒的分布，催化剂颗粒的直径，催化

剂被PyC包覆；

SAED：催化剂颗粒为Ni3P/Ni双相结构。



七、TEM应用实例—CNTs

低倍形貌：CNTs的形貌、直径、壁厚和催化剂的分布等

HRTEM：竹节处碳原子层的排布、CNTs表面是否有非晶层等



七、TEM应用实例—石墨烯

HRTEM：石墨烯的厚度

低倍形貌：石墨烯片的大小，孔道结构



七、TEM应用实例—EDS

1 2 3 4 5 6 7 8 9
keV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cps/eV

  C 

  P 

  Ni 

  Ni 

Acquisition 46

El      [wt.%]      [at.%]       error [wt.%]

------------------------------------------------

C      88.44         97.02          2.80

Ni      9.67            2.17          0.37

P        1.90            0.81          0.12

------------------------------------------------

EDS点扫



EDS线扫



EDS面扫



七、TEM应用实例—晶体材料

单晶硅的高分辨像

Si，FCC结构，
a=0.543nm，
d220=0.192nm;

[001]



纳米金颗粒的高分辨像



七、TEM应用实例—STEM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STEM）原理：

利用具有原子尺度（0.1-0.2nm）并有
极高亮度的会聚电子束逐点扫面样品
的一个区域，通过样品下方的探测器
同步接受被高角度散射的电子，而形
成非相干STEM像。

特点：

原子列投影的直接成像，分辨率只取
决于电子束斑的尺寸；

像强度近似正比于Z2，可区别不同元
素原子。



STEM明场和暗场像

样品要求更高，环境要求高，信噪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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