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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金属互连线承受的电流密度也越来越高，电迁移引起的集成电路可靠性问题
日趋凸显。研究介绍了电迁移的基本原理和测试方法，分析了铜互连不同位置电迁移失效的主要原因，同时
探讨了改善铜互连电迁移性能的各种方法，并结合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和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EDX）等手段进行分析，指出未来电迁移改善
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通过优化刻蚀和阻挡层沉积程式以改善通孔底部的形貌。
关键词：半导体技术；集成电路；电迁移；铜互连；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TN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50(2018)22-2304-07

Effect of micro-profile modulation on 55 nm copper
interconnect electromigration rea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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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gration of chip is more and more high, the current density on metal interconnect is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problem of integrated circuit reliability caused by electromigr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test method of electromigration,
analyzed the major cause of copper interconnect electromigiration failure in different position, and
discussed all the methods to improve copper interconnect electromigiration performance.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and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to analysi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of improving electromigration in the future was pointed out to improve the profile of
hole bottom by optimizing etch and barrier deposition rec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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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不断发展，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其特征尺寸也越来越小，同时互连线所承

受的电流密度越来越大，导致与电迁移有关的可靠性下降。目前，在半导体生产中多采用 Cu 作为后段
互连线金属材料。Cu 具有较低的电阻率，可以明显降低互连线的电阻。20℃时，互连金属线的电阻率从
Al 的 2.40 μΩ/cm 减小到 Cu 的 1.71 μΩ/cm，减少了阻容（resistance-capacitance，RC）的信号延迟，提高
了芯片的速度（如表 1 所示）。另外，Cu 具有较好的抗电迁移能力，可以增强铜互连电迁移的可靠性。
但 Cu 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铜互连采用双大马士革工艺（金属/通孔/金属），在通孔底部极易形成
空洞。同时，由于通孔形状以及 Cu 和阻挡层界面的内在应力及粘接强度等问题的存在，导致电迁移问
题仍然是铜互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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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金属材料的物理属性比较

Comparison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metal materials

金属

电阻率/(μΩ/cm)

熔点/℃

相对原子质量

硬度/HV

热导率/(W/cm)

抗电迁移率

Al

2.40

660

26.98

15

2.38

低

高

Au

2.35

1 063

196.96

20～30

3.15

高

很高

Ag

1.59

960

107.86

25

4.25

很低

低

Cu

1.71

1 083

63.54

51

3.98

高

低

1

电迁移原理与可靠性测试

1.1

电迁移现象的基本原理

抗腐蚀性

金属是晶体，在晶体内部金属离子按序排列。当器件工作时，金属互连线内有电流通过，电场的作
用使金属离子产生定向运动，即金属离子的迁移现象，电迁移伴随着质量的输运。在正负偏压的作用下，
金属离子定向运动产生的“电子流”从阴极流向阳极，并在移动过程中不断与金属原子碰撞，从而使得
金属原子获得从“电子流”转移的能量后沿着晶界扩散。其结果会使金属互连线阳极端由于质量堆积而
出现挤压或小丘，阴极端由于质量亏损出现空洞[1~2]，空洞持续累积会造成金属互连线的短路，从而造成
器件互连性能退化或失效（如图 1 所示）。
在双大马士革结构中，空洞主要形成在通孔底部或互连线中，不同位置的电迁移空洞有不同的形成
机制，对电路也有不同的影响。当空洞位置在互连线中时，会使互连线电阻增大；而当空洞在通孔附近
形成时，则有可能使整个电路发生断路。通孔附近空洞的具体位置对电迁移失效也有不同的影响，当空
洞形成在通孔内部时，电迁移会比较早地失效；当空洞形成在阻挡层与 Cu 的分界面时，电迁移会持续
较长时间才失效[3]。
如图 2 所示，A 和 F 位置即通孔的底部，由于 Cu 金属原子的流通被阻挡层 Ta/TaN 隔断，同时该位
置的“电子流”密度很大，这就造成了 A 和 F 位置由于高密度电子流带走 Cu 原子导致的质量亏损产生
的空洞来不及得到补充，从而使空洞持续累积，造成电迁移失效。下层互连线空洞的主要形成位置为 C 点，
这是由于下层互连线 Cu 与阻挡层界面的粘附性较为薄弱。B 和 D 位置的空洞主要是由于互连线内部的
微观结构导致的，这种空洞位置在互连线中对电路的影响可能仅是使互连线的电阻增大。E 点的“电子
流”密度较小，空洞形成主要是由于角落附近 Cu 的应力梯度及顶部的覆盖层应力导致。在 G 点位置，
由于通孔拐角处阻挡层的分布不均匀，导致该位置电子流密度偏大，这是形成空洞的主要原因。

图1
Fig. 1

电迁移的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 of electromigration

图2
Fig. 2

铜互连中空洞形成的主要位置分布

Main 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hole forming in
copper interconnect

研究表明，空洞的形成位置与测试条件也息息相关，当“电子流”由上层金属经通孔流入下层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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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洞大部分集中在下层金属互连线中；当电子流从下层金属经通孔流向上层金属时，空洞主要集中
在通孔的底部[4]。
1.2

电迁移可靠性测试
电迁移可靠性测试普遍采用高温恒定电流应力加速的方法对电迁移可靠性进行测试，测试流程如图 3

所示。使用电阻加热的方式提供温度来源，首先测量线性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TCR），然后通过改变电阻上流过电流的大小以改变温度，最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温度下，通
过改变电流密度加压的方式使其失效。测试结构为开尔文结构，如图 4 所示。在常温下测试电阻为 R0，
排除电阻初始失效，加以温度和电流进行加速测试，时刻监控电阻的变化，若电阻大于 120%R0（电阻退
化），则记录时间并对下一个样本进行测试，所有样本测试完毕后（如图 5a 所示），得出所有样本电阻退
化时间的威布尔分布图（如图 5b 所示），由图 5 可以得出斜率。

图3
Fig. 3

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测试流程

Testing process of electromigration reliability

图4
Fig. 4

电迁移可靠性测试结构

Structure diagram of electromigration reliability test

测试采用开尔文结构，测试原理参考 Black 方程[5~6]：

t50 = AJ − n exp ( Ea /kT ) ，

（ 1）

其中，t50 为金属线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中值；A 为与金属线性能相关的常数；J 为电流密度；n 为 1～7
的经验参数，一般认为 n=2；T 为绝对温度；k 为 Boltzman 常数；Ea 为激活能，一般来说，通孔的激活
能大于金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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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测试退化图（a）和测试样本电阻退化时间的分布图（b）

Degradation diagram of resistance test (a)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resistance degradation time in test sample (b)

根据公式得到电迁移的寿命：

Lifetime=T×0.1%×AFJ×AFT，

（ 2）

其中，AFJ 和 AFT 分别为电流加速因子和温度加速因子。

T0.1% =T50%×exp(NORMSINV(0.1%)×sigma)，

（ 3）

sigma=1/slope，

（ 4）

其中，T0.1%和 T50%分别为 0.1%和 50%位置的寿命；NORMSINV 为反标准正态累积公式；slope 为斜率；

sigma 为计算系数。
电流加速因子 AFJ 和温度加速因子 AFT 分别表示为

AFJ=(Istr/Iop)n，

（ 5）

AFT=exp(Ea/k×[1/(Iop+273.16)−1/(Istr+273.16)])，

（ 6）

其中，Istr 为起始电流；Iop 为读取时的电流；激活能 Ea 和经验参数 n 的值可以通过线性拟合计算得到。

2

电迁移可靠性的改善
电迁移现象对导线及器件影响很大。细长条状的导线很容易变得更细，严重时直接断开；在导线密

集的地方，伸出来的晶须容易造成导线的短路，从而造成集成电路的失效。因此，改善通孔电迁移可靠
性寿命至关重要。
2.1

通孔倾角的改善
前文指出，后段铜互连电迁移最容易失效的位置在通孔的底部，因此，改善通孔的台阶覆盖性、抑

制电流拥挤效应，可以达到改善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效果。为改善通孔的台阶覆盖性，首先要考虑的就
是通孔的角度。针对这个方向，本文准备了 3 个不同通孔倾角的样品，样品 1 和样品 2 倾角接近，都比
特定角度偏小，其中样品 1 为早期失效，样品 2 为正常失效，样品 3 倾角为特定角度。分别对其电迁移
可靠性寿命进行测试，得到测试结果的威布尔分布，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其平均失效时间（mean time

to fail，MTTF）相差不大，样品 1 和样品 2 为 55.12 年，样品 3 为 59.72 年；但威布尔分布图的 sigma
相差很大，其中样品 1 和样品 2 的 sigma 值是样品 3 的 2 倍左右。通过公式得到 3 个样品的电迁移可靠
性寿命，样品 1 和样品 2 为 5.45 年，无法满足行业规定的 10 年标准；样品 3 为 28.60 年，远超出行业规
定的标准。3 个样品的倾角、通孔高度等相关信息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通孔倾角在特定角度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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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高度较小的样品可以得到更好的电迁移可靠性寿命。

图6
Fig. 6

3 个样品电迁移可靠性寿命测试的威布尔分布图

Weibull distribution of three samples in electromigration reliability lifetime test
a—样品 1 和样品 2；b—样品 3
a-Sample 1 and sample 2; b-Sample 3
表 2 不同通孔刻蚀倾角样品的电迁移可靠性寿命

Tab. 2

Electromigration reliability lifetime in different angles of hole etching

结构

批次

样品状态

角度

通孔高度

寿命/年

V2U

Lot1

早期失效

比特定角度偏小

较大

5.45

V2U

Lot1

正常失效

比特定角度偏小

较大

5.45

V2U

Lot2

正常失效

特定角度

小

28.60

分析其主要原因，由于通孔倾角增大时，更易于后续阻挡层和金属铜的填充，得到更好的台阶及侧
壁覆盖性，在特定角度下达到最好的覆盖性。如图 6 所示，3 个样品的 MTTF 没有明显区别，主要不同
之处在于威布尔分布图的斜率（slope=1/sigma），样品 3 的斜率更大。由于威布尔分布图的样品点是在晶
圆的不同位置随机取样的，斜率更大说明不同位置的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小，从而说明样品 3 在晶圆不同
位置的工艺波动更小，工艺更稳定。一般说来，MTTF 的变化表明产品的某个或某些工艺发生了偏移，
而 sigma 的变化则表明产品在晶圆不同位置的波动。图 7 为不同样品的长期威布尔分布图，从长期来看，
其工艺稳定且基本没有发生异常的偏移，这主要体现在 MTTF 值的统一上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
以来所监控的样品，其 sigma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这说明工艺在长期生产中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这与
后段铜互连工艺的所有工艺流程是相关的。
2.2

通孔开口与形貌的改善
通过以上实验可知，通孔的倾角对工艺的稳定性起到改善作用，从而最终带来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

提高。基于此，提出进一步的改善方案，通过调整通孔工艺流程中各步骤的关键尺寸及厚度，调整通孔
的形貌。图 8 为在基准条件（baseline，BSL）和新条件下样品的威布尔分布图。由图 8 可以看出，采用
增大工艺一和工艺三的关键尺寸（critical dimension，CD）同时减小工艺二和工艺四的厚度（thickness，

THK）的新条件，样品威布尔分布图的 MTTF 和 sigma 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计算得到基准条件和
新条件的电迁移可靠性寿命分别为 15.8 年和 28.1 年，采用新条件后，电迁移可靠性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如表 3 所示。
2.3

通孔底部形貌的改善
对于通孔的电迁移可靠性，最容易失效的位置在通孔底部，通孔底部刻蚀形貌的均一性、阻挡层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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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完全反溅射，以及后续 Cu 填充的形貌等都会对电迁移可靠性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图7
Fig. 7

不同样品的长期威布尔分布图

图8

Weibul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ong-term
samples
表3
Tab. 3

采用基准条件和新条件样品的威布尔分布图

Fig. 8

Weibull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with
baseline and new condition

通孔开口与形貌微改善的实验条件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hole opening and microimprovement of morphology

站点

基准条件

新条件

工艺一

BSL CD

BSL CD++

工艺二

BSL THK

BSL THK−−

工艺三

BSL CD

BSL CD++

站点
工艺四
电迁移可靠性寿命/年

基准条件

新条件

BSL THK

BSL THK−−

15.8

28.1

选取一些基准条件和新条件下的样品，对其进行 EDX 分析，观察其通孔底部形貌。截面示意图及

EDX 分布（示意图）如图 9 所示。图 9a 为 TEM 图。图 9b 为 Cu 的 EDX 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在填 Cu
之后，通孔底部和下层金属接触位置的左右两侧有两个明显凸起（如图 9b 红圈内的位置）。图 9c 为阻挡
层的 EDX 分布，可以看出上述通孔底部的两个凸起在阻挡层生长后已经存在，怀疑通孔刻蚀步骤对底
部的形貌控制不足造成了阻挡层填充时底部有凸起，同时由于刻蚀工艺本身对侧壁形貌的控制比较粗糙，
导致侧壁上的阻挡层形貌有一定的不连续。由图 9d 可以较明显地看出，将 C、N 和 Cu 的 EDX 分布叠
图后，通孔底部两个凸起的位置存在层间介质的略微凸出，影响后续阻挡层沉积。基于以上现象，可以
得出由于通孔底部出现两个凸出的部位，从而使电迁移可靠性寿命本就比较差的通孔底部的电流可通过
的“路径”变得更窄，增加了该位置的“电子流”密度，造成电迁移可靠性的失效。

图9
Fig. 9

电迁移测试样品的截面示意图和 EDX 分布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 section and EDX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electromigration test samples
a—TEM；b—Cu EDX 分布；c—阻挡层 EDX 分布；d—分布叠图
a-TEM; b-Cu EDX distribution; c-Barrier EDX distribution; d-Composite map of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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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后续电迁移可靠性寿命改善的主要方向，即通过通孔刻蚀、阻挡层沉积
等程式的优化，改善通孔底部的形貌。

3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电迁移的基本原理及测试方法，详细分析了后段铜互连电迁移不同位置的失效机理，

并通过实验验证，实现了华力 55 nm 低功耗工艺平台铜互连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改善。
研究发现电迁移可靠性与通孔倾角有极大的相关性，当通孔倾角在特定角度时，电迁移可靠性寿命
可以得到极大提高；通过调整通孔工艺流程中各步骤的关键尺寸及厚度，调整通孔的微形貌，可以同时
改善电迁移的 MTTF 和 sigma，从而改善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研究还发现通孔底部和下层金属连接处的
两侧存在一定的凸起，通过分析 EDX 结果发现该凸起是由于刻蚀形貌的粗糙导致的，同时由于刻蚀本
身存在的侧壁形貌粗糙，导致了阻挡层填充后在通孔底部存在凸起，这种凸起造成了电迁移的“路径”
变窄、“电子流”密度增大，进而导致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缩短。
本文给出了电迁移可靠性寿命的后续改善措施，即通过优化刻蚀和阻挡层沉积程式改善通孔底部的
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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