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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电结构及制造方法、薄膜 晶体管、阵列基板和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导 电结构及其制造方法、薄膜 晶体管、阵列基

板和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薄膜 晶体管 （TFT ) 阵列基板可以用于液晶显示器 （LCD ) 和有机发光

显示器 （OLED ) 中。液晶显示器通常 包括薄膜 晶体管阵列基板和彩 色滤光

膜基板 ，以及设置在这两个基板之 间的液晶层。当在 两个基板之 间施加 电场

时，液晶分子排列发生改变，从而可以改变光线的透射 比以进行显示。有机

发光显示器则通过使用有机场致发光材料来显示图像 。有机发光显示器的像

素通常包括向有机场致发光材料提供 电流的驱动薄膜 晶体管和控制驱动薄膜

晶体管开启或关闭的开关薄膜 晶体管。

这些显示器件可以包括栅线和数据线以对像素单元进行驱动。随着显示

器件尺寸的增 大以及显示性能要求的提 高，要求栅极线和数据线具有更低 的

电阻。目前主流的铝配线由于电阻系数较 高，已经不能满足显示性能的要求。

而铜的电阻系数 比铝的电阻系数低得多，因此使用铜作为栅极线和数据线将

成为今后 的主流选择 。

然而，铜 离子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很容易扩散到例如用于薄膜 晶体管的

有 源层的非晶硅或硅层 中。另外，在对金属导电层进行刻蚀或在剥 离光刻胶

过程 中产生的铜 离子 ，也可能渗入到非晶硅层 ，从而影响非晶硅层 （如薄膜

晶体管 ）的性能。此外，硅 离子和其他金属 离子也容易扩散到铜导电结构 内，

从 而使铜导电结构的电阻系数增大并降低其化学耐腐蚀性。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导电结构 ，能够阻止外部 离子扩散进入铜层

以及铜层铜 离子的向外扩散 ，从 而减少离子扩散 带来的不 良影响。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导电结构 ，包括：由



铜或铜合金形成的铜层；用于阻挡所述铜层的铜离子向外扩散的阻挡层；用

于阻挡外部离子扩散至所述铜层的防扩散层，所述防扩散层设置在所述铜层

与所述阻挡层之间。

例如，上述导电结构中，所述阻挡层的材料为钼合金，所述防扩散层的

材料为钼。

例如，上述导电结构中，所述钼合金为 Mo 、MoW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例如，上述导电结构中，所述钼合金中除 Mo 以外的元素的原子百分比

在 O.OOlat%至 50at%之间。

例如，上述导电结构中，所述阻挡层的厚度为 50A 至 1000A, 所述防扩

散层的厚度为 30A 至 200A 。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包括栅电极、源电极和漏电极，

所述栅电极、源电极和漏电极中的至少一者釆用以上所述的导电结构。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阵列

基板，包括：基板；形成在所述基板上的薄膜晶体管阵列、栅极线和数据线，

所述薄膜晶体管阵列包括多个薄膜晶体管，所述薄膜晶体管包括栅电极、源

电极和漏电极；在由所述栅极线和所述数据线交叉界定出的像素区域之中还

形成有像素电极；其中，所述数据线、源电极、栅极线、栅电极和漏电极中

的至少一者釆用以上所述的导电结构。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显示装置，包括以上所述的薄膜晶体管阵

列基板。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导电结构的制造方法，包括：在基底上形

成一用于阻挡铜离子向所述基底扩散的阻挡层；在所述阻挡层上形成一用于

阻挡经由所述阻挡层向上扩散的离子的防扩散层；在所述防扩散层上形成一

铜层，所述铜层的材料为铜或铜合金。

例如，上述方法中，进一步釆用钼合金作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

所述阻挡层；进一步釆用钼作为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所述防扩散层；

进一步釆用铜或铜合金作为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所述铜层。

例如，所述钼合金的材料为 Mo 、MoW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

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导电结构及其制造方法，其 中所述导电结构具有多

层结构 ，利用该多层结构 阻止外部 离子扩散进入铜层以及铜层 中铜 离子的向

外扩散 ，从而减少离子扩散对铜金属层的电学性能和化学耐腐蚀性能的不 良

影响以及铜 离子扩散对基底等的影响；该导电结构 中的阻挡层 ，与玻璃基板

等衬底基板或半导体层之 间具有 良好的粘附性，能够提 高导 电结构的粘合稳

固程度；并且 ，该多层导电结构 中的各个层都具有类似的刻蚀选择性，有利

于对多层导电结构的刻蚀/图案化处理。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薄膜 晶体管、阵

列基板和显示装置，由于釆用 了上述的导电结构 ，因而也具有上述有益效果。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涉及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

而非对本发 明的限制。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导 电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薄膜 晶体管阵列基板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

1一基底 ； 2a—阻挡层 ; 2b—防扩散层；

2c—铜层； 5— 栅极； 6—栅极绝缘层；

7—本征半导体层； 8—欧姆接触半导体层 ;

一数据线； 9b—源电极； 9c一漏电极；

一保护层； 11一像素 电极 ; 12—过孔；

一衬底基板 。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

述的本发 明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

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由于铜 离子的易扩散特性，本发 明的实施例抛弃 了单独使用铜导电结构



的 法，而是使用多层导 电结构 ，以减少或避免铜层 的铜 离子的向外扩散 ，

以及减少或避免外部 离子向铜层 的扩散 。并且 ，本发 明实施例的多层导 电结

构 ，还 能够克服现有 的铜导 电结构对 于绝缘基板 （例如玻璃基板或半导体层 ）

具有较低 粘附性 而容 易发生膜 的脱 落的问题 。

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多层导 电结构 ，该多层导 电结构在被 图

案化 时能被可靠的图案化从 而形成 良好 的侧部轮廓 。

如 图 1 所示 ，该导 电结构 包括 ：由铜或铜合金形成的铜层 2c; 用 于 阻挡

所述铜层 2c 的铜 离子向外扩散 的阻挡层 2a; 用 于 阻挡外部 离子扩散 至所述

铜层 2c 的防扩散层 b , 所述 防扩散层 b 设 置在所述铜层 2c 与所述 阻挡层

2a 之 间。

上述结构 中，所述 阻挡层 2a 可 以形成在一基底 1之上 。基底 1 可 以为玻

璃基板 、石英基板 、塑料基板等衬底基板 ，也可 以为 电子元 器件上 的某一或

某几个膜层 ，比如薄膜 晶体 管的栅 绝缘层 、半导体层 、钝化层等 。在基底 1

和 阻挡层 2a 之 间还可以形成有 比如緩 冲层等其他 中间膜层 。所述基底 1 可 以

为单层结构 ，也可以为两层及 两层 以上的结构 。并且 ，所述衬底 1 可以同时

包含 电子器件 的不 同区域 ，比如在釆用该导 电结构制作 阵列基板 的漏 电极 时，

所述 阻挡层 2a 可 以 同时形成在有 源层和栅 绝缘层之上（即此时有 源层和栅绝

缘层 同时构成 了基底 1 )。

在上述导 电结构应用于薄膜 晶体管时，各层厚度 由所需要 的界 面情况和

刻蚀情况来决定 。例如 ，所述 阻挡层 2a 的厚度可 以为 50A 至 1000A, 所述

防扩散层 2b 的厚度可 以为 30A 至 200A, 所述铜层 2c 的厚度可 以为 1000 A 至

5000 A 。

通过以上结构 ，所述 防扩散层 2b 能够 阻挡外部 离子 （如 阻挡层 2a 中的

离子或基底 1 中的 离子 ）扩散进入铜层 2c, 以保证铜层 的导 电性 能及化 学耐

腐蚀性； 同时，铜层 2c 中的铜 离子也将被 阻挡层 2a 所 阻挡 ，难 以扩散 至基

底 1 中，从 而能够减 少或避免对基底 1 的影响。

作 为一种优选 实施方式，本 实施例 中，所述 阻挡层 2a 的材料为钼合金 。

所述钼合金可以从 M o 、 MoW 、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种 ，还可以是

从 以上多种 中的两种 以上的物质所组成的混合物 。

釆用钼合金 的阻挡层 2a, 与基底 1 ( 如衬底基板或半导体层 ）之 间具有



良好的粘附性，能够加强基底 1 与导电结构之 间的粘附，从 而能够提 高导 电

结构与基底 1之 间结合的稳 固性；阻挡层 2a还 能够防止铜 离子扩散到基底 1

内，并且呈现 出与防扩散层 2b、铜层 2c 相类似的刻蚀选择性，从而有利于

在多层结构的刻蚀/图案化过程 中对它们 同时进行蚀刻处理。

本 实施例 中，在釆用钼合金形成所述 阻挡层 2a 时，所述钼合金 中除 M o

以外的元素的原子百分比例如在 0 .00 1 %至 50at %之 间。例如 ，在所述钼合

金为 MoNb 时，则钼合金 中 的原子百分比在 0.001at %至 50at %之 间；在

所述钼合金釆用 MoNb 和 MoTi 时，则钼合金 中 和 Ti 二者的原子百分比

之和在 O.OOlat %至 50at %之 间。

为 了防止 阻挡层 2a 中的金属 离子扩散到铜层 2c 中，导致铜层 2c 电学性

能和化学耐腐蚀性能的下降，上述结构在 阻挡层 2a 和铜层 2c 之 间沉积一层

防扩散层 2b。防扩散层 2b 为具有和 阻挡层 2a、铜层 2c 相类似的晶体结构材

料 ，能够保证 阻挡层 2a 与防扩散层 2b 之 间界面、防扩散层 2b 与铜层 2c 之

间界面的粘附性 ，同时还具有与阻挡层 2a 和铜层 2c 类似 的刻蚀选择性。例

如 ，防扩散材料为钼 （M o ) , 钼 （M o ) 为体心立方的晶体结构 ，和钼合金 (例

如 MoNb) 具有相似 的晶体结构 ，和具有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的铜 同属于立方晶

系，从而能够保证 良好的界面性能。釆用上述方法形成的导 电结构 ，具有 良

好 的界面特性和刻蚀性能；该多层导电结构在被 图案化时，能够被可靠的图

案化从而形成 良好的侧部轮廓。并且 ，当该导电结构应用于具体 电子器件时，

阻挡层会与其他膜层发生接触 ，此时防扩散层 b 也可以防止与阻挡层接触的

其他层 中的金属 离子扩散到铜层 2c 中。

本 实施例的导电结构 ，能减少或避免被铜层 2c 被腐蚀和氧化 ，且能够紧

密地附着在基底上，同时有效克服金属 离子或其他杂质对铜层的扩散所导致

的铜层 电学性能和化 学耐腐蚀性能的下降问题 。

相应的，本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制造 图 1 所示导电结构的方法，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

首先 ，在基底 1 上形成一 阻挡层 2a, 该阻挡层 2a 用于阻挡铜 离子向所

述基底扩散 ；然后 ，在所述 阻挡层 2a 上形成一防扩散层 2b, 该防扩散层 2b

用于阻挡经由所述阻挡层向上扩散 的离子；之后 ，再在所述防扩散层 2b 上形

成一铜层 2c, 所述铜层 2c 的材料为铜或铜合金 。



这里，所述阻挡层 2a、防扩散层 b 和铜层 2c 均可以通过溅射工艺形成。

例如，所述阻挡层 2a釆用钼合金作溅射源，所述防扩散层 b 釆用钼作溅射

源，铜层 2c釆用铜或铜合金作溅射源。所述钼合金的材料例如可以是 M o 、

MoW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以上各层也可以

釆用其他方式形成，如化学蒸镀方式或物理沉积方式等，此处不再赘述。

在形成以上结构后，本实施例还可以对上述结构做进一步图案化处理，

例如光刻胶涂布、曝光显影以及刻蚀等处理，得到最终所需要的图案。

上述导电结构，可以应用于薄膜晶体管、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中。因此，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该薄膜晶体管通常可以包括栅电极、

源电极和漏电极，其中所述栅电极、源电极和漏电极中的至少一者釆用以上

所述的导电结构。所述薄膜晶体管釆用上述导电结构外的其他部分以及薄膜

晶体管的整体结构，本发明不作限制。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该阵列基板通常可以

包括：基板；形成在所述基板上的薄膜晶体管阵列、栅极线和数据线，所述

薄膜晶体管阵列包括多个薄膜晶体管，所述薄膜晶体管包括栅电极、源电极

和漏电极；在由所述栅极线和所述数据线交叉界定出的像素区域中还形成有

像素电极；其中，在该阵列基板上，所述数据线、源电极、栅极线、栅电极

和漏电极中的至少一者釆用以上所述的导电结构。例如，所述栅极线与对应

的栅电极连接，所述数据线与对应的源电极连接，所述像素电极与对应的漏

电极连接。

本实施例中，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中，栅极线和栅电极组成栅极导电结

构，数据线、源电极和漏电极组成数据导电结构。栅极线形成于基板上并沿

着第一方向延伸，数据线形成在栅极绝缘层之上并沿着第二方向延伸。这里，

第一方向可以与第二方向垂直。漏电极与源电极间隔设置。像素电极形成在

由栅极线和数据线交叉界定出的像素区域中，并电连接至漏电极。

本实施例中，栅极导电结构和数据导电结构中的任一元件，如栅电极、

栅极线或漏电极等，都可以釆用图 1所示的导电结构。

以下将结合附图 2,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作更为

详细的说明。

图 2 所示的阵列基板可以应用于液晶显示器或有机发光显示器，该阵列



基板 包括一衬底基板 13 , 配置在该衬底基板 13 上的至少一栅极导电结构 5。

这里 ，该栅极导电结构 5 包括栅 电极和栅极线，栅 电极和/或栅极线可以釆用

图 1 所示的导 电结构 ，即包括 阻挡层 、防扩散层和铜层 。此时，该 阻挡层形

成于该衬底基板 13 上，该阻挡层材质可为钼合金 （例如 M o 、MoW 、MoTi 、

MoZr 等 中的一种或多种 ）；合金 中 ( 或者 W 、 Ti 、 Zr 等 ）的原子百分比

例如在 0.001at %至 50at %的范围内。该阻挡层的厚度 由所需要 的界面情况和

刻蚀情况来决定，例如 ，可以为 50A 至 1000A 之 间。该防扩散层形成于该阻

挡层上，防扩散层材料为钼 （M o ), 防扩散层的厚度 由所需要 的界面情况和

刻蚀情况来决定，例如 ，可以为 30A 至 200A 之 间。该铜层形成在该防扩散

层上，材料可以是铜金属或者铜合金 。

上述由阻挡层 、防扩散层和铜层组成的栅极导电结构可以克服现有技术

中铜导线与衬底基板之 间粘附性不佳的问题 ，由钼合金构成的阻挡层可以提

高铜层与衬底基板之 间的粘附性，同时阻止铜 离子向衬底基板 的扩散 ；并且 ，

釆用钼 （M o ) 材料形成的防扩散层材料 ，可 以 阻止 阻挡层 中 b ( 或者 W 、

Ti 、 Zr 等 ）离子向铜层的扩散 ，从 而防止 由上述 离子扩散所造成铜金属层的

电学性能和化 学耐腐蚀性能下降的问题 ，保证铜金属层的低 电阻值特性。同

时，该阻挡层 、防扩散层和铜层在进行刻蚀制程 时具有类似 的被刻蚀特性 ，

使得刻蚀 易形成 良好 的图形 ，减少制程成本。

图 2 所示的阵列基板 ，还 包括配置于该衬底基板 13 上的栅极绝缘层 6,

该栅极绝缘层 6 覆盖该栅极导 电结构 5。沟道元件 （即有源层 ) 配置于该栅

极绝缘层 6 上，包括本征半导体层 7 和欧姆接触半导体层 8。该欧姆接触半

导体层 8 配置于该本征半导体层 7 上。当然，所述有源层也可以包括有机半

导体 ，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如 IGZO ) 等 。

图 2 所示的阵列基板 ，还 包括至少一数据导电结构 ，该数据导电结构配

置在该沟道元件上。该数据导电结构 包含数据线 9a、源电极 9b 和漏电极 9c。

该数据线 9a 配置在栅极绝缘层 6 上。该源电极 9b 和漏电极 9c 配置在该沟道

元件上，并且该源电极 9b 电连接至数据线 9a, 漏电极 9c 与源电极 9b 间隔

设置。该数据线 9a、源电极 9b 和漏电极 9c 中的任一者或两者以上均可以釆

用 图 1 中所示的导电结构 ，即包括 阻挡层 、防扩散层和铜层 。此时，该阻挡

层形成于栅极绝缘层 6 或所述沟道元件上 ，该阻挡层材质可以为钼合金 （例



如 Mo 、 MoW 、 MoTi 、 MoZr 等中的一种或多种 ）；合金中 ( 或者 W 、

Ti、 Zr 等 ）的原子百分比例如在 0.001 %至 50 %的范围内。阻挡层的厚度

由所需要的界面情况和刻蚀情况来决定，例如，为 50A 至 1000A 之间。该防

扩散层形成与该阻挡层上，防扩散层材料为钼 （Mo ) , 防扩散的厚度由所需

要的界面情况和刻蚀情况来决定，例如，为 30A 至 200A 之间。该铜层形成

在该防扩散层上，材料可以是铜金属层或者铜合金层。

上述由阻挡层、防扩散层和铜层组成的数据导电结构可以克服铜导线与

半导体层之间界面粘附性不佳的问题。由钼合金构成的阻挡层，可 以克服铜

导线与半导体层之间界面粘附性不佳的问题，并且可以 阻止铜金属层与半导

体之间铜原子与硅原子的相互扩散，减少或避免离子扩散对半导体层和铜层

的电学性能的不良影响。并且，釆用钼 （Mo ) 形成的防扩散层能够阻止阻挡

层中 b ( 或者 W 、 Ti、 Zr 等 ）离子向铜层扩散，防止降低铜金属层的电学

性能和化学耐腐蚀性能，保证铜金属层的低电阻值。同时，该阻挡层、防扩

散层和铜层在进行刻蚀制程时具有类似的被刻蚀特性，使得刻蚀易形成良好

的图形，减少制程成本。

图 2 所示的阵列基板，还包括保护层 10, 该保护层 10 配置在该数据线

9a、源电极 9b 和漏电极 9c及栅极绝缘层 6 上；像素电极 11 配置于该保护层

10 上，并可以通过一过孔 12 电性连接至该漏电极 9c。

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阵列基板，釆用上述导电结构外的其他部分以及薄

膜晶体管阵列基板的整体结构，并不局限于上述所述的方案，比如还可 以加

入公共电极形成 ADS 型的阵列基板，还可以制成 Color Filter on Array ( COA )

形式的阵列基板等，此处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该显示装置使用了如上述实施例所

述的任意一种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所述显示装置可以为液晶装置、电子纸

显示装置或 OLED 显示装置等，例如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机、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框、导航仪等任何具有显示功能的产品或部件。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导电结构，包括：

由铜或铜合金形成的铜层；

用于阻挡所述铜层的铜离子向外扩散的阻挡层；

用于阻挡外部离子扩散至所述铜层的防扩散层，所述防扩散层设置在所

述铜层与所述阻挡层之间。

2 .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导电结构，其中，所述阻挡层的材料为钼合金，

所述防扩散层的材料为钼。

3 . 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导电结构，其中，所述钼合金为 M o 、

MoW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4 .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导电结构，其中，

所述钼合金中除 M o 以外的元素的原子百分比在 0 .00 1 %至 5( %之

间。

5 . 如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导电结构，其中，所述阻挡层的厚度为 50A

至 1000A, 所述防扩散层的厚度为 30A 至 200A 。

6 . 一种薄膜晶体管，包括栅电极、源电极和漏电极，所述栅电极、源电

极和漏电极中的至少一者釆用权利要求 1至 5任一项所述的导电结构。

7 . 一种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包括：

基板；

形成在所述基板上的薄膜晶体管阵列、栅极线和数据线，所述薄膜晶体

管阵列包括多个薄膜晶体管，所述薄膜晶体管包括栅电极、源电极和漏电极；

在由所述栅极线和所述数据线交叉界定出的像素区域之中还形成有像素

电极；

其中，所述数据线、源电极、栅极线、栅电极和漏电极中的至少一者釆

用权利要求 1至 5任一项所述的导电结构。

8 . 一种显示装置，包括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的显示装置，其中，该显示装置包括液晶显示装置、

电子纸显示装置或有机发光显示装置。

10. 一种导电结构的制造方法，包括：



在基底上形成一用于阻挡铜 离子向所述基底扩散 的阻挡层；

在所述阻挡层上形成一用于阻挡经由所述 阻挡层向上扩散 的离子的防扩

散层；

在所述防扩散层上形成一铜层 ，所述铜层的材料为铜或铜合金 。

11.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 中，

进一步釆用钼合金作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所述 阻挡层；

进一步釆用钼作为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所述防扩散层；

进一步釆用铜或铜合金作为溅射源，通过溅射工艺，形成所述铜层 。

12.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钼合金的材料为 M o 、

MoW 、 MoTi 和 MoZr 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 以上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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