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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掩膜光刻在液晶取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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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基于数控微镜阵芯片的微投影光刻系统将任意设定的图形投影到ＳＤ１取向涂层上，约束ＳＤ１

分子的排列方向，进而控制液晶的区域取向。该动态掩膜光刻系统可用于液晶取向的任意图形制备和偏振

控制，实际分辨率达到了５μｍ。基于ＳＤ１材料的可擦写特性，实现了不同一／二维码间的光控转换，并实现了

任意灰度的分区控制。上述器件均可在外场作用下实现开关或调谐。该动态掩膜光刻技术可方便地实现实

时、复杂的液晶图形取向控制，在信息显示与识别及可调光子学器件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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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为了利用液晶独特的光学异向性或者说液晶

的双折射特性，必须使液晶分子具有一定的排向。

液晶取向技术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发展的技

术。对液晶分子的取向控制是很多液晶器件实现

的基础，在很多液晶应用领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１４］。传统的液晶取向方式是以绒布在高

分子薄膜上摩擦，借以产生微小的沟槽并使液晶

沿着沟槽方向排列［５］。这种方法非常简单、方便

且经济有效，所以市场接受度很高。但是这种接

触式的方法摩擦之后会产生静电并造成微小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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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理损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已有不

少非接触式取向方式被提出，比如斜向蒸镀氧化

硅［６］、离子束取向［７］、光取向［８］等。其中，光取向

技术由于容易实现选区取向形成多畴，解决了液

晶的广视角问题而引起广泛的关注。

２００６年，Ｐｒｅｓｎｙａｋｏｖ等用双光束干涉的方法

制备了周期为１５μｍ的液晶光栅。虽然干涉法

比较简单，但其构筑的图形比较单一，无法实现非

周期结构［９］。之后，相继有研究小组利用掩模曝

光的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实验。Ｋａｐｏｕｓｔｉｎｅ等人

用一个振幅光栅作为掩膜曝光制备了周期为８６

μｍ的一维光栅
［１０］。与双光束曝光或者多光束曝

光技术相比，掩模曝光技术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

图形［１１１２］。但是各种掩模的制作成本不菲，且无

法实现实时控制。

为此，我们将新近开发的一套动态掩模光刻

系统应用于液晶的光取向，成功实现了液晶取向

的任意图形制备和偏振控制［１３］。在此，我们基于

此项技术，进一步发掘了其光学实时调控和灰度

控制方面的优势。利用取向层ＳＤ１材料的可擦

写特性，实现了一／二维非周期（一／二维码），二维

周期阵列（六角晶格）等结构的实时转换，还实现

了任意灰度的随机分区控制。该系统比传统光刻

省却了昂贵的掩膜板，大大降低了图形制备成本，

并简化了光刻流程，无需对准即可实现任意图形

的高分辨率的液晶选区取向控制。这些研究结果

对液晶光取向技术在显示和非显示领域的广阔应

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２　实　　验

如图１所示。基于数控微镜阵芯片（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ｍｉｒｒｏｒｄｅｖｉｃｅ，ＤＭＤ）的微投影光刻系统包

含光源、光束整形与传播、图像生成（ＤＭＤ）、图像

缩微、ＣＣＤ监控及精密平移台部分。具体来讲，

使用高压汞灯结合３２０～５００ｎｍ的滤光片，经过

液体光导管和准直透镜出射均匀准直的 ＵＶ光

束。光束经反射镜照射到 ＤＭＤ表面。集成于

ＭＥＭＳ上的１０２４×７６８个微型反射镜作为ＤＭＤ

的一个个像素单元（１３．６８μｍ×１３．６８μｍ）。每

个像素均可通过搭载的电极控制偏转角度，从而

提供“开态”和“关态”。所有“开态”反射镜反射的

光束共同组成所需的掩膜图形。带有图形信息的

光束通过一个平场复消色差的缩微透镜组

（１０×，ＮＡ＝０．３，ＷＤ＝３４ｍｍ）缩束并在曝

光平面（焦平面）处成像。基于共轭光路的ＣＣＤ

实时监控优化了调焦精度和光刻系统的光机分辨

率，光路系统实际能够制备的线宽可达５μｍ。高

精度平移台的使用使得该套系统具备了在大面积

液晶光控取向中实际应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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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ＤＭＤ动态掩模光刻系统设计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ＤＭＤ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

液晶样品制备选用ＳＤ１和ＰＩ作为光控取向

材料。两片基板分别涂上ＳＤ１和ＰＩ。其中ＳＤ１

的分子结构式如图２所示，其分子含有两个偶氮

结构（ Ｎ Ｎ），在吸收特定波长的光波后会发生

光致异构化反应，由反式构象转变为顺式构象，伴

随有分子的转动；结合材料吸收的二向色性，ＳＤ１

分子的长轴最终会大部分倾向于与入射光的偏振

方向垂直排列。这种有序性能够通过分子间相互

作用传递给液晶分子，进而发挥取向作用。而且随

着分子再次吸收光子能量还可以重新发生顺式反

式构象转变，因此ＳＤ１具有良好的可擦写性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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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Ｄ１分子结构式

Ｆｉｇ．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Ｄ１

第一步，我们用蓝光ＬＥＤ透过偏振片（４１０

ｎｍ，１７ｍＷ）正入射曝光涂有ＳＤ１的基板５ｍｉｎ，

使得ＳＤ１长轴方向（即诱导ＬＣ取向方向）与光的

偏振方向相互垂直，同时，使用绒布摩擦涂有ＰＩ

的基板以获得与ＳＤ１相同的取向方向。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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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涂有ＳＤ１的基板放置在ＤＭＤ光刻系统的焦平

面上。设定曝光图形，并将其输出至ＤＭＤ控制

系统。ＤＭＤ选择反射的图形经过设定好的偏振

片后以特定的偏振方向（与基片短边方向平行）照

射样品，用相同的剂量进行曝光（５Ｊ／ｃｍ２）。由于

ＳＤ１具有可擦写特性，曝光后ＳＤ１长轴方向将根

据后一次曝光偏振方向被重置。这样，被光刻系

统二次曝光的区域的取向方向将与原始取向（未

曝光区域）相垂直。ＤＭＤ表面的图案就通过这

种方式以特定比例（缩微物镜的缩放比例）被光取

向涂层记录下来。最后，将两片基片做成液晶盒

并灌注液晶分子。即可得到未二次曝光区域平行

取向（ＰＡ），二次曝光区域ＴＮ取向的结构图形。

控制ＤＭＤ的动态图案进行曝光，就可得到任意

选区分布的液晶取向。

３　结果与讨论

制备的图案具有良好的“复刻效果”，从影像

效果看，畸变、球差、彗差等都能够得到非常好地

控制。具体表现为暗区与亮区边缘锐利、无明显

的锯齿结构。动态掩模曝光在光束扩散（ｌｉｇｈｔ

ｂｅａｍ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控制方面表现优秀，这就使得曝

光的图形不会存在明显的变形，得到的大多数二

维周期图形都不存在失真。

图３（ａ）（ｂ）分别是六角晶格设计图案以及液

晶样品在偏振显微镜下的形貌。每一个晶格单元

半径约为７μｍ。比对发现相较方形图案（棋盘结

构）［１３］的“复刻”效果要好一些。这是由于圆形在

二维图形中具有最高的对称性，液晶的连续性带

来的影响在各个方向上基本上是均匀的，因而不

会因旋转位移对图案形貌产生不良的影响。六角

晶格及类似的晶体结构由于具备很好的对称性，

可以用作光子带隙材料，又由于液晶具有优良的

电光调谐特性，故可以实现可调光子晶体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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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六角晶格设计图；（ｂ）六角晶格结构液晶样

品图．

Ｆｉｇ．３　（ａ）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ｙＡＩ；（ｂ）ＬＣ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ｌａｔｔｉｃｅ．

二维液晶周期结构在光路多分复用技术中也有着

重要的应用价值。此外，作为一个二维微型偏振

阵列，其在偏振成像（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中也

有着潜在的应用价值［１５］。

图４（ａ）（ｂ）是制备的一／二维码结构液晶样

品重复擦写前后形貌图。一维码线宽分７．５μｍ

和２０μｍ两种，二维码曝光区域最小间隔约为５

μｍ，表示信息为“南京大学”。工业和民用二维

码一般是通过激光蚀刻、喷墨、机械打标或化学

腐蚀等方式在物体表面直接打码［１６］。液晶选区

取向技术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直接打码的新型方

法，首次在微尺度引入一／二维码概念并将液晶

器件本身作为信息标记和识别载体，在微尺度

结构的信息标记和识别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值。而且，制备的液晶样品其中一层基板涂有

ＳＤ１取向层，其可重复擦写特性使得一／二维码

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新制作，即将“废弃回收”的

二维码液晶样品重新在蓝光下整体垂直取向，

使得ＳＤ１层恢复和ＰＩ层同样的取向，然后再在

ＤＭＤ焦平面上等光量曝光即可。这种特性使

得液晶二维码具备了重复利用的优点；鉴于液

晶器件可在外场作用下实现开关或调谐，因此

也具备了实时、可控的信息显示与识别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可擦写性能使得这种方法在工

业应用上能够提高二维码产品良率，即瑕疵品

只需重复擦写即可转为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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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擦写前一维码结构液晶样品图；（ｂ）擦写后二维

码结构液晶样品图．

Ｆｉｇ．４　ＬＣ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ｂａｒｃｏｄｅ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ｂ）

此外，我们还实现了液晶任意灰度的分区控

制。有别于９０°ＴＮ／ＰＡ区域交错排列的液晶取

向，我们在光路中将偏振片置于可旋转台上，旋转

偏振片控制角度进行曝光。曝光区域有规律排列

或基于计算机伪随机码在整个液晶样品上划分为

随机的子区域，从而在同一个液晶盒内实现了不



２０２　　 液　　晶　　与　　显　　示 第２８卷

同区域的任意角度的取向设置，即实现液晶任意

灰度的分区控制。这个分区过程没有液晶样品和

光路位置的机械运动，所以位置精度很高。图５

（ａ）展示了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圆形序列，偏

振片间隔９０／７度旋转曝光。图５（ｂ）是液晶盒随

机分区曝光后的灰度图，方格边长１５μｍ，铺满了

整个曝光区域。

!

!

"

!

"

"

图５　（ａ）圆形灰度序列液晶样品图；（ｂ）方格随机灰度

液晶样品图．

Ｆｉｇ．５　（ａ）ＬＣ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ｉｒｃ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ｂ）ＬＣ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ｄｅ．

　　值得注意的是，如图５（ｂ）所示，这种不同扭

转角度的子区域是可以利用计算机编程随机分布

的，这种随机取向液晶波片可作为复杂结构液晶

空间光调制器使用，是产生矢量光束的一种重要

方法［１７］。

４　结　　论

利用可实现液晶取向的任意图形和偏振控

制的动态微投影光刻系统，制备了几种不同的

周期及非周期结构，实际分辨率达到了５μｍ。

基于ＳＤ１材料的可擦写特性实现了一维／二维

码的光控转换；利用计算机伪随机码产生动态

掩膜，实现了任意灰度的随机分区控制。因为

液晶可在外场下实现调谐，这些器件均具有优

良的开关或调谐特性。该动态掩膜光刻技术可

方便地实现实时、复杂的液晶图形取向控制，在

信息显示与识别及可调光子学器件等方面有着

广阔的应用前景，大大拓展了液晶取向在工业

和科研上的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ＧｉｂｂｏｎｓＷ Ｍ，ＳｕｎＳ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１９９４，６５（２０）：２５４２２５４４．

［２］郭海成．纳米结构液晶取向膜 ［Ｊ］．液晶与显示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７．

［３］郭春桔，夏森林，孙振，等．侧链含稠环的新型聚酰亚胺液晶垂直取向剂的制备及表征［Ｊ］．液晶与显示，２０１２，２７

（１）：８１３．

［４］姜莹，孙振，房玉庆，等．聚酰亚胺液晶垂直取向膜的表面取向分析 ［Ｊ］．液晶与显示２０１１，２６（１）：９１２．

［５］ＢｅｒｒｅｍａｎＤ Ｗ．Ｓｏｌｉ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ｎ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Ｊ］．犘犺狔狊．犚犲狑．犔犲狋狋．，

１９７２，２８（２６）：１６８３１６８６．

［６］ＪａｎｎｉｎｇＪ．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１９７２，２１（４）：１７３１７４．

［７］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ｉＰ，ＬａｃｅｙＪ，ＬｅｎＳＣ，犲狋犪犾．Ａｔｏｍｉｃｂｅａｍ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犑．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１９９８，３７

（１Ａ／Ｂ）：Ｌ５５Ｌ５６．

［８］ＩｃｈｉｍｕｒａＫ，ＳｕｚｕｋｉＹ，ＳｅｋｉＴ，犲狋犪犾．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ｏｆｎ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ｐｈｏ

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ａｚｏｂｅｎｚｅｎｅ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Ｊ］．犔犪狀犵犿狌犻狉，１９８８，４（５）：１２１４１２１６．

［９］ＰｒｅｓｎｙａｋｏｖＶ，ＡｓａｔｒｙａｎＫ，ＧａｌｓｔｉａｎＴ，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ｏ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ａｚｏｄｙ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６，１４（２２）：１０５５８１０５６４．

［１０］ＫａｐｏｕｓｔｉｎｅＶ，ＫａｚａｋｅｖｉｔｃｈＡ，ＳｏＶ，犲狋犪犾．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ｂｙ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ｈｏｔｏ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ｔｏ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ｃｅｌｌ［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６，２６６（１）：１５．

［１１］ＨｕＷ，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Ａ，ＸｕＦ，犲狋犪犾．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ＴＮａｎｄＰＡｐｈｏｔｏ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２，２０（５）：５３８４５３９１．

［１２］ＨｕＷ，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ＡＫ，ＬｉｎＸＷ，犲狋犪犾．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ｈｏ

ｔｏ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６（１４）．

［１３］ＷｕＨ，ＨｕＷ，ＨｕＨ．Ｃ，犲狋犪犾．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ｐｈｏｔｏ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ｇｉｎ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ＤＭＤｂａｓｅｄｌｉｔｈｏｇｒａ

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１６６８７１６６８９．

［１４］ＷｕＷＹ，ＦｕｈＡＹＧ．Ｒｅｗｒｉｔａｂｌ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ｄｙｅｄｏｐｅｄｐｏｌｙ



第２期 胡华超，等：动态掩膜光刻在液晶取向中的应用 ２０３　　

（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ｆｉｌｍ［Ｊ］．犑狆狀．犑．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２００７，Ｐａｒｔ１，４６（１０Ａ）：６７６１６７６６．

［１５］ＺｈａｏＸ，ＢｅｒｍａｋＡ，ＢｏｕｓｓａｉｄＦ，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ａｌｉｇｎ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ａｒｒａｙｆｏ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９，３４（２３）：３６１９３６２１．

［１６］盛秋康．二维码解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Ｄ］．南京：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１１．

［１７］ＦａｎＦ，ＤｕＴ，ＡｂｈｉｓｈｅｋＫ．Ｓ，犲狋犪犾．Ａｘｉａｌｌｙ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ｍａｄｅｏｆ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ｑｕａｒ

ｔｅｒ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２３０３６２３０４３．

（上接Ｐ１９３）

例：［１２］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折变自适应光外差探测方法：中国，０１１２８７７７．２［Ｐ／ＯＬ］．２００２０３

０６［２００２０５２８］．ｈｔｔｐ：／／２１１．１５２．９．４７／ｓｉｐｏａｓｐ／ｚｌｊｓ／ｈｙｊｓｙｘｎｅｗ．ａｓｐ？ｒｅｃｉｄ＝０１１２８７７７．２＆ｌｅｉｘｉｎ＝０．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

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１３］ＰＡＣＳＬ：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ｕｍ［ＥＢ／ＯＬ］．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ｅ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ｏｕｓｔ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０５１７］．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ｌｉｂ．ｅｄｕ／ｐａｃｓｌ．ｈｔｍｌ．

例：［１４］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ＯＣＬＣ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００１０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

２．文后参考文献应在正文中引用该文献处进行标注。

３．关于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后（拉丁文只用缩写）；作者３人以下应全部列出，４人以上仅列出前

３人，其后加“等”（外文加“ｅｔａｌ”）。

４．注意参考文献标注的标点符号、次序，并不得缺项。

５．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的有可能影响文章的录用。

注：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

文献类型和标志代码

文献类型 标志代码 文献类型 标志代码

普通图书 Ｍ 报告 Ｒ

会议录 Ｃ 标准 Ｓ

汇编 Ｇ 专利 Ｐ

报纸 Ｎ 数据库 ＤＢ

期刊 Ｊ 计算机程序 ＣＰ

学位论文 Ｄ 电子公告 ＥＢ

电子文献载体和标志代码

载体类型 标志代码

磁带（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ａｐｅ） ＭＴ

磁盘（ｄｉｓｋ） ＤＫ

光盘（ＣＤＲＯＭ） ＣＤ

联机网络（ｏｎｌｉｎｅ） Ｏ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