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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制造后段制程中间层结构的方

法，其提供用于制造中间层结构的方法，例如，以

用于提供电路结构的BEOL互连件。该方法包括，

例如，提供中间层结构，其包含：在基板结构之上

提供未固化绝缘层；于该未固化绝缘层上方形成

能量移除膜；形成穿过该能量移除膜且至少部分

延伸进入该未固化绝缘层的至少一个开口；以及

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固化绝缘层而建立一固化

绝缘层，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建立一

减厚能量移除膜于该固化绝缘层上方，该中间层

结构包含该固化绝缘层，以及该施加能量步骤减

少该一或多个开口的纵横比。在一实作中，该未

固化绝缘层包含生孔剂，其在施加能量期间也部

分分解以进一步改善所述纵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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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造后段制程中间层结构的方法，包含：

提供中间层结构，其包含：

在基板结构之上提供未固化绝缘层；

于该未固化绝缘层上方形成能量移除膜；

形成穿过该能量移除膜且至少部分延伸进入该未固化绝缘层的至少一个开口；以及

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固化绝缘层，建立固化绝缘层，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建

立缩减能量移除膜于该固化绝缘层上方，该中间层结构包含该固化绝缘层，以及该施加能

量步骤减少该至少一开口的纵横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进一步包括：在施加该

能量后，用导电材料溢注该至少一个开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进一步包括：在用该导

电材料溢注该至少一个开口之后，平坦化该中间层结构的暴露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进一步包括：使用该缩

减能量移除膜作为用于该平坦化步骤的蚀刻中止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缩减能量移除膜有10纳米或更小的厚度而且藉

由该中间层结构的该暴露表面的该平坦化步骤移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进一步包括：提供导电

材料于该至少一个开口内以形成传导结构，以及该基板结构包含设置于该基板结构的基板

之上的金属层，该传导结构至少部分延伸至该金属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含：设置另一金属层于该中间层结构上方，其

中，该传导结构促进该金属层与该另一金属层之间的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该基板结构进一步包括设置于该金属层下方的装

置层，以及其中，该传导结构促进该另一金属层与该装置层之间的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未固化绝缘层包含具有生孔剂的低k电介质材

料或超低k电介质材料中的一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该固化绝缘层具有2.5或更小的有效电介质常

数。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未固化绝缘层包含生孔剂及基质材料，以及其

中，该未固化绝缘层的生孔剂在该施加能量步骤期间至少部分分解。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未固化绝缘层的该生孔剂包含碳基聚合物材

料，以及该基质材料包含硅基材料。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相较于该未固化绝缘层的厚度，该固化绝缘层具

有减少的厚度，藉此进一步减少该至少一个开口的纵横比。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该施加能量步骤期间，该能量移除膜的分解

程度大于该未固化绝缘膜的分解程度。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相较于该未固化绝缘层的厚度，该固化绝缘层具

有减少的厚度，藉此进一步减少该至少一个开口的纵横比。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施加能量步骤减少该能量移除膜的厚度的百

分比大于该施加能量步骤减少该未固化绝缘层的厚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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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施加能量步骤导致该缩减能量移除膜的厚度

减少到小于该能量移除膜在该施加能量步骤之前的厚度的50％。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能量移除膜包含碳基聚合物材料。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形成该能量移除膜的步骤包括：从以下各物中

的至少一者形成该能量移除膜：可光子分解材料、可热分解材料、可电子束分解材料或其组

合。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施加能量步骤包括：利用热能量、X射线能量、

紫外光能量或红外光能量中的一或更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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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后段制程中间层结构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促进集成电路的制造的方法，且更特别的是，涉及改善金属填料及集

成电路的互连层的金属电阻均匀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密度持续增加以及电路元件的对应尺寸减少，制造良率及

装置效能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例如，随着后段制程(BEOL)互连结构中的金属填料导孔及/或

沟槽之间的间距持续减少，金属填料的问题开始出现或变得更明显，这有部分归因于结构

的较高所欲纵横比(aspect  ratio)。此外，随着电路尺寸减少，效能可受到例如互连层之间

的互连电阻-电容(RC)延迟所主宰。因此，亟须增强的互连件及增强的中间层结构以及制造

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克服先前技术的缺点，以及提供额外的优点，在一态样中，通过提供一种制

造中间层结构的方法，其包含：在基板结构之上提供未固化绝缘层；于该未固化绝缘层上方

形成能量移除膜(energy  removal  film)；形成穿过该能量移除膜且至少部分延伸进入该

未固化绝缘层的至少一个开口；以及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固化绝缘层而建立固化绝缘层，

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而建立缩减能量移除膜于该固化绝缘层上方，该中间层结构

包含该固化绝缘层，以及该施加能量步骤减少该至少一个开口的纵横比。

[0004] 透过本申请的技术可实现额外的特征及优点。在此详述本申请的其他具体实施例

和态样并视为本申请的一部分。

附图说明

[0005] 特别指出和清楚主张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作为在本专利说明书结论的权利要

求书的实施例。由以下结合附图的详细说明可明白本申请以上及其他的目标、特征及优点。

[0006] 图1A的部分剖面正视图是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的一个结构具体实施

例，其包含金属层，并且在一制程期间得到；

[0007] 图1B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提供保护性硬掩膜(mask)层于图1A的结

构上方之后的结构；

[0008] 图1C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设置包含生孔剂(porogen)的未固化绝缘

层于图1B的结构上方之后的结构；

[0009] 图1D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设置能量移除膜(ERF)及多个保护层于图

1C的结构上方之后的结构；

[0010] 图1E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图案化及蚀刻图1D的结构、移除该等保护

层中的一者、以及形成穿过该能量移除膜及延伸进入该未固化绝缘层的一或更多开口之后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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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1F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移除在图1E的结构上方的任何剩余保护

层之后的结构；

[0012] 图1G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施加能量至图1F的结构以使该未固化绝

缘层固化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以减少结构内的一或更多开口的纵横比之后的结

构；

[0013] 图1H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用导电材料溢注该一或更多开口之后的

图1G的结构；

[0014] 图1I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使用缩减能量移除膜作为蚀刻中止物来

平坦化该导电材料之后的图1H的结构；

[0015] 图1J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提供另一金属层于图1I的结构上方之后

的结构，其中，所述传导结构部分提供该另一金属层与底下金属层之间的电连接；以及

[0016] 图2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用于制造中间层结构的一方法实施例。

[0017] 符号说明

[0018] 100   结构

[0019] 102    基板

[0020] 104    装置层

[0021] 106   金属层

[0022] 108   保护性硬掩膜层

[0023] 110   绝缘层

[0024] 110'  固化绝缘层

[0025] 111   生孔剂

[0026] 111'  孔洞

[0027] 112   能量移除膜(ERF)

[0028] 112'   缩减能量移除膜

[0029] 114   金属硬掩膜层

[0030] 115   中间层结构

[0031] 116   电介质材料硬掩膜层

[0032] 119    沟槽

[0033] 120   开口

[0034] 121   导孔

[0035] 122    衬里

[0036] 124    传导结构

[0037] 126   金属层

[0038] 200,210,220,230,240,250,260 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用图示于附图的非限定性实施例更详细地解释本申请的数个态样及其一些

特征、优点及细节。省略习知材料、制造工具、加工技术等等的描述以免混淆本申请的细节。

不过，应了解，尽管实施方式及特定实施例指出本申请的数个态样，然而它们皆仅供图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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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不是用来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显然由本揭示内容可明白在本申请概念的精神及/或

范畴内有各种取代、修改、附加及/或配置。

[0040] 在半导体技术中，根据通常表明为最小特征尺寸的特殊技术节点，可形成集成电

路于半导体基板上。该最小特征尺寸在集成电路的后段制程(BEOL)加工期间，规定提供例

如多层互连(例如多层铜互连，包括垂直互连导孔及水平互连金属线路)的间隔。随着技术

节点持续缩减特征尺寸，制造良率及装置效能的问题跟着攀升。例如，缩减的特征尺寸可能

造成间距要求垂直互连件具有高纵横比，导致在制造期间的金属填料问题。此外，电阻-电

容(RC)互连延迟随着特征尺寸减小而变得更明显。高RC延迟可能部分为在互连件形成期间

反应性离子蚀刻或湿蚀刻损坏中间层电介质的结果，这可能导致所制作出的集成电路的效

能降级。此外，例如，由于铜互连件对于中间层电介质材料(例如，低k材料或超低k材料)有

研磨选择性，以致金属电阻及金属不均匀性可能造成问题。

[0041] 有利的是，本文所提供的中间层及互连件制程是藉由限制电阻不均匀性来改善电

阻特性，以及藉由减少蚀刻及平坦化对于中间层材料的损伤来改善互连电阻-电容(RC)效

能。有利的是，揭示于本文的制程也将使用于后段制程互连件加工的导孔开口与沟槽开口

的纵横比(AR)予以减小，随着最小特征尺寸变窄，可增强金属填料制程，由此改善所形成的

集成电路结构的良率及减少缺陷。所提出的制造加工法会改善芯片封装件相互作用(CPI)，

这是藉由减少互连件应力，改善可靠性效能，而且可应用于任何技术节点，例如，可应用于

包括28纳米(nm)以下的技术节点。

[0042] 一般来说，在一态样中，本文所提供的是一种制造中间层结构的方法，其包含：在

基板结构之上提供未固化绝缘层；于该未固化能量层上方形成能量移除膜；形成穿过该能

量移除膜且至少部分延伸进入该未固化绝缘层的至少一个开口；以及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

固化绝缘层，从而建立固化绝缘层，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从而于该固化绝缘层上

方建立缩减能量移除膜，该中间层结构包含该固化绝缘层以及该施加能量步骤减少该至少

一个开口的纵横比。

[0043] 在一实施例中，该绝缘层，特别是该固化绝缘层，具有例如2.7或以下的有效电介

质常数。该未固化绝缘层，可为低k或超低k电介质材料，可用生孔剂加上基质材料(matrix 

material)形成，其中，施加能量也使该生孔剂至少部分分解，以固化该未固化绝缘层。相较

于未固化绝缘层在施加能量前的厚度，该固化绝缘层可具有减少的厚度，由此进一步减少

该至少一个开口的纵横比。在一实作中，相较于在施加能量期间的未固化绝缘膜，该能量移

除膜的分解程度较大。作为一特定实施例，该未固化绝缘层的生孔剂可为碳基聚合物材料，

而该基质材料可为硅基材料。

[0044] 在另一具体实施例中，该能量移除膜可包含碳基聚合物材料，而该施加能量步骤

可导致缩减能量移除膜的厚度减少成能量移除膜在施加能量前的厚度的50％或更小。例

如，缩减能量移除膜的厚度可减少成能量移除膜在施加能量前的厚度的25％或更小。

[0045] 作为一实施例，该能量移除膜与该绝缘层可为不同材料。例如，该能量移除膜可包

含碳基聚合物材料，但是不包含绝缘层的基质材料。因此，相较于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固化

绝缘层期间的绝缘层厚度，能量移除膜厚度的减少程度更大。绝缘层及能量移除膜在施加

能量期间的厚度减少有利地造成设在中间层结构中的至少一个开口的纵横比减少。

[0046] 一般而言，形成该能量移除膜的步骤可包含：由可光子分解材料(pho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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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able  material)、可热分解材料、可电子束分解材料或其组合中的至少一者形成

该能量移除膜。施加能量以固化该未固化绝缘层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的步骤可包

含：利用一或多种热能量、X射线能量、紫外光能量或红外光能量。

[0047] 在一实作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可进一步包括：在施加该能量后，用导电材

料溢注(over  fill)该至少一个开口，以及在用该导电材料溢注该至少一个开口之后，平坦

化该中间层结构的暴露表面。有利的是，该缩减能量移除膜可用作该平坦化步骤的蚀刻中

止物。在一实施例中，该缩减能量移除膜可厚约5纳米或更小(例如，具有2至3纳米的厚度)，

以及可藉由平坦化中间层结构的暴露表面来移除。

[0048] 在另一实作中，提供该中间层结构的步骤可包含：提供导电材料于该至少一个开

口内以形成传导结构，以及该基板结构可包含设置于该基板结构的基板之上的金属层，其

中，该传导结构至少部分延伸至该金属层。此外，该方法可包含：设置另一金属层于该中间

层结构上方，其中，该传导结构促进该金属层与该另一金属层之间的电连接。例如，该基板

结构可进一步包含：设置于该金属层之下的装置层，以及该传导结构可促进该另一金属层

与该装置层之间的电连接。

[0049] 以下参考为求容易了解而不按照比例绘制的附图，附图中相同或类似的组件用相

同的元件符号表示。

[0050] 图1A的部分剖开正视图是根据本申请的一或更多态样，图示在制造一或多个中间

层结构期间所得到的结构100。在图示实施例中，结构100包含基板102，其在一实施例中可

为块状半导体材料，例如块状硅晶圆。作为另一实施例，基板102可包含任何含硅基板，包括

但不限于：硅(Si)、单晶硅、多晶硅、非晶硅、硅悬空(SON)、绝缘体上覆硅(SOI)或取代绝缘

体上覆硅(SRI)基板及其类似者，以及可为n型或p型掺杂者。仅作为一实施例，例如，基板

102可厚约600至700微米。

[0051] 在前段制程(FEOL)加工期间，举例来说，个别的装置可制作于装置层104中，例如，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电晶体(MOSFET)或FinFET，以及电容器、电阻器及其他半导体装

置。可用各种技术形成这些装置，而此等的形成可包含数个加工步骤，例如制作表面结构，

用浅或深沟槽隔离装置，形成n型及p型阱(well)，提供栅极结构，以及制造源极及漏极传导

接触结构。通过这些技术，可在装置层104中制成个别未连接(或部分连接)的半导体装置。

[0052] 在FEOL加工以及中段制程(MOL)加工后，进行BEOL加工，例如，包括硅化源极及漏

极区、沉积前金属电介质(pre-metal  dielectric；PMD)层以及形成导孔或沟槽于PMD层中。

在BEOL加工期间，可沉积一层导电材料，例如金属层106(例如，金属1层)，以及图案化成由

互连线路或配线组成的网路，例如，以按实作集成电路设计所要求的，促进半导体装置在装

置层104中的所欲互连。在BEOL加工期间，可重复金属层106的沉积，接着是后续加工以图案

化、蚀刻及用传导结构填满沟槽及导孔，藉此以类似方式沉积及加工数个金属层，例如，6到

10个金属层。在各个金属层之间，可形成中间层结构以隔离来自不同金属层的讯号以及支

援集成电路结构的结构完整性，包括金属层及互连用的传导结构，例如沟槽或导孔。例如，

该等中间层结构可包含一或多个中间层电介质。

[0053] 图1B图示在图1A的金属层106上方提供保护性硬掩膜层108之后的结构100，例如

为一层掺氮及掺氢碳化硅材料，或N-Blok(也称为用于低k的氮化物障壁)，它通常有10％莫

耳至约25％莫耳的氮掺杂物，而且例如可用化学气相沉积(CVD)加工沉积。例如，保护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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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膜层108可具有5至25纳米的厚度。

[0054] 图1C图示在提供绝缘层110于图1B的结构上方之后的结构。在一具体实施例中，绝

缘层110可为具有生孔剂111的未固化电介质层。如下述，生孔剂111为可用例如用热、紫外

光(UV)或其他固化制程降解或移除而留下孔洞的粒子。生孔剂111，可为纳米孔，可大略为

球形，或有不规则的形状及大小，而且可能均匀或不均匀地分布于绝缘层110内。在另一具

体实施例中，绝缘层110可包含，例如，基质-生孔剂系统，其中，生孔剂分布于基质材料中。

在一实施例中，有些生孔剂111可彼此互相直接接触，而在另一实施例中，生孔剂111可均匀

地分散。可利用CVD(例如，等离子加强CVD(PECVD))从气相或利用旋涂沉积制程从液相沉积

成绝缘层110，以及例如，可具有30至60纳米的厚度。此外，生孔剂111可具有约1至3纳米的

直径或关键尺寸。生孔剂111，例如，可为松油烯材料，例如a-松油烯(ATRP)，或可为环糊精

材料，例如b-环糊精(BCD)。在另一实施例中，生孔剂111可为任何市售气态或液态造孔材

料，包括任何碳基材料，例如生孔剂A。生孔剂-基质材料中的基质可为或包含硅基材料。

[0055] 如图1D所示，于该结构上方提供能量移除膜(ERF)112作为硬掩膜，以及一或多层

保护层，例如金属硬掩膜层114，诸如氮化钛、钽之类的层，以及电介质材料硬掩膜层116，诸

如TEOS、SiON、SiCN之类的层，或更一般而言，由具有所欲蚀刻选择性的任何习知电介质材

料形成者。

[0056] 能量移除膜(ERF)112可用能量移除材料提供，其在暴露于适当能量(例如紫外光

(UV)、X射线、红外光、可见光、热能量、电子束(e-beam)及/或其他适当能源)时可分解的材

料。例如，能量移除材料中之一可用电子能量约100eV至约500K  eV的电子束使其分解。该能

量移除材料可包含可光子分解材料、可热分解材料、或可电子束分解材料。在一实作中，ERF 

112包含有机化合物，例如，碳基材料。因此，在一实作中，ERF  112为不同于未固化绝缘层

110的材料。(应注意，在替代方案中，ERF  112与未固化绝缘层110可为类似的可分解材料，

以及对于所提供的层有不同的厚度)。在一实作中，ERF  112包含生孔剂，而未固化绝缘层

110包含基质材料中的生孔剂，结果在施加能量时，ERF  112的分解程度大于未固化绝缘层

110。例如，ERF  112可具有10至30纳米的厚度，以及用适当的制程形成，例如化学气相沉积

(CVD)。

[0057] 可用任何习知制程来提供金属硬掩膜层114及电介质硬掩膜层116。例如，金属硬

掩膜层114及电介质硬掩膜层116的沉积制程可包含低温CVD、等离子加强CVD(PECVD)、或原

子层沉积(ALD)。如前述，在一特定实施例中，金属硬掩膜层包含氮化钛、钽等层件，而该电

介质硬掩膜层为具有所欲蚀刻选择性的任何习知电介质材料，例如TEOS、硅氧氮化物

(SiON)、硅碳氮化物(SiCN)、及其类似者。

[0058] 图1D的结构的图案化可用任何适当微影制程实现。图案化后，例如，可用任何适当

蚀刻制程进行材料移除，例如可用非等向性干蚀刻制程，或例如，在CxFy气体中的反应性离

子蚀刻(RIE)。当使用对保护层108材料有选择性的蚀刻剂时，蚀刻会自然地在保护层108停

止，因此可保护下面的材料。然后，可选择性移除保护层108，例如，使用不同的蚀刻化学，例

如干蚀刻。

[0059] 图1E图示在图案化及蚀刻的一实施例之后的图1D的结构，其导致电介质硬掩膜层

116(参考图1D)的移除，以及金属硬掩膜层114、能量移除膜112及未固化绝缘层110的各自

部分的移除，以形成开口120。例如，开口120可包含延伸进入中间层结构的一或多个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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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及导孔121，例如，延伸进入及/或穿过未固化绝缘层110及保护性硬掩膜108至金属层

106。开口120可进一步包含延伸进入未固化绝缘层110的一或多个沟槽119。开口120可填入

传导结构，例如，以促进集成电路的互连，该互连包括BEOL金属层之间的垂直互连，并将于

下文进一步加以解释。

[0060] 图1F图示在例如用湿式清洗制程移除金属硬掩膜层114(参考图1E)之后的图1E结

构。由于图案化、蚀刻、及湿式清洗加工的结果，开口120的侧壁可能受损，例如，由于碳在开

口侧壁处或附近空乏所造成者。有利的是，以及如以下所解释的，此损伤至少部分藉由施加

能量至结构而得到修补以同时使未固化绝缘层110固化，建立固化绝缘层110'，以及使能量

移除膜112(部分)分解，于固化绝缘层110'上方建立缩减能量移除膜112'，如图1G所示。如

图示，未固化绝缘层110的厚度缩减到固化绝缘层110'的厚度，以及通过分解可使能量移除

层112的厚度缩减到缩减能量移除层112'，有利于减少形成于结构内的开口120的纵横比，

这可改善开口的后续金属填充。在一实作中，能量移除膜112被减少成其厚度约为该能量移

除膜在施加能量前的原始厚度的5至50％的缩减能量移除膜。在一实施例中，在此ERF有10

至30纳米的起始厚度，所施加的能量可使ERF厚度减到约20％的原始ERF材料厚度，例如，约

2至6纳米的厚度。

[0061] 施加至结构以固化未固化绝缘层及减少能量移除膜的能量可包括紫外光(UV)、X

射线、红外光、可见光、热能量、电子束(e-beam)及/或其他适当能源。施加至ERF  112及未固

化绝缘层110的一示范能源包括紫外光。所施加的能量可具有某一持续时间结合某种能量

以实现生孔剂从ERF材料及未固化绝缘层的所欲部分移除。在一具体实施例中，热能量的实

施是用约100℃至约600℃的温度，及/或约1分钟至约20分钟时段的持续时间。在另一实作

中，紫外光能量的实施是用约100℃至约600℃的温度，及/或约1分钟至约10分钟时段的持

续时间。在另一实施例中，可施加电子束，其电子能量在100电子伏特(eV)至500keV之间。在

另一实施例中，取决于所使用的材料及厚度，约2到3分钟的紫外光可足以达成中间层结构

115的所欲固化。

[0062] 该ERF在暴露于所施加的能量时被部分移除，产生缩减ERF  112'，以及未固化绝缘

层110被固化，产生固化绝缘层110'。应注意，该施加能量步骤也使未固化绝缘层内的生孔

剂分解，而施加至绝缘层的能量藉由调整例如在侧壁的碳组合物而帮助修补开口120的侧

壁，这是因为有能量施加至该结构，打断绝缘层内的键结(bond)。例如，藉由建立约400℃的

温度，绝缘层内的碳可被释出以移向开口侧壁并在侧壁处形成硅-碳键合，以及藉此重建侧

壁表面。开口侧壁处的此种调整有利于提供改良的侧壁表面组合物用于金属填料制程。

[0063] 在该固化制程期间，绝缘层110及ERF  112中的可降解生孔剂111至少有一比例可

转变成气相以及由结构移出或冒出，从而留下图示结构。例如，自绝缘层110中的生孔剂111

形成的气体可迁移通过ERF  112而逸出结构。所得孔洞111'可填入空气或者是其他气体，或

使其中部分真空，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制程条件。由于空气或真空的电介质常数约为1，所以

孔洞111'的形成也用来减少所得的中间层结构的有效电介质常数。在一实施例中，中间层

结构的电介质常数可在2.5至2.7之间；然而在另一实施例中，中间层结构的电介质常数可

低于2.5。因此，在固化制程之前具有初始电容的中间层结构在固化后会有低于初始电容的

最终电容，以及在一实施例中，可为初始电容的50％。如本领域中所习知的，例如，平行板电

容器的电容与电介质常数成正比。在此情形下，平行电容器的板子与集成电路的金属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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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毗邻。

[0064] 图1H图示在提供金属填料于开口内以及溢注图1G结构之后的结构。例如，作为一

实施例，可用障壁及种子沉积(BSD)和电化学电镀法(ECP)提供该金属填料。在一实施例中，

传导结构120可包含沉积至开口120中的一或数个衬里(liner)122。该衬里大体指可包含传

导结构的一部分的任何膜或层，以及包含(例如)一或多个共形沉积层，包括钛(Ti)、掺碳

钛、钨(W)、氮化钨(WN)、氮化钛(TiN)、氮化钽(TaN)、氮化钛铝(TiAlN)、及其类似者。衬里

122的沉积可使用ALD、CVD或任何其他适当制程，以及藉由部分填充开口来促进传导结构

124的形成。由于固化绝缘层110'在开口120处有实质平滑的侧壁(图1G)，因此可减少衬里

材料122移入绝缘层的风险，否则这有可能会降低效能以及增加集成电路的泄露。形成于开

口120内的传导结构124，例如，可穿过绝缘层与保护性硬掩膜108而延伸到金属层106。

[0065] 如图1I所示，可用化学机械研磨法来平坦化该结构，其中，缩减的ERF  112'当作制

程的CMP研磨中止层。对结构而言，这有利于提供更好的金属电阻均匀性。

[0066] 图1J图示在另一金属层126已沉积于中间层结构及传导结构124上方之后的图1I

结构。如图示，一或多个传导结构124促进金属层126与金属层106之间的电连接，并在这种

情况下，促进金属层126与装置层104之间的电连接。在一集成电路制程中，例如，可能有6到

10个金属层，其中，有附加中间层结构形成于各个相邻金属层之间。在形成金属层126后，例

如，使用先前描述于本文的加工步骤，在金属层126之上可形成另一中间层结构，以实现减

少所述诸层的电容。

[0067] 图2根据本申请的一或多个态样概述制造中间层结构的一方法实施例作为总结。

如图示，制造中间层结构(步骤200)包括：在基板结构之上提供未固化绝缘层，该未固化绝

缘层包含生孔剂(步骤210)；于未固化绝缘层上方提供能量移除膜(步骤220)；形成穿过该

能量移除膜且延伸进入或穿过未固化绝缘层的一或多个开口(步骤230)；施加能量以固化

该未固化绝缘层，建立固化绝缘层，以及使该能量移除膜部分分解而于该固化绝缘层上方

建立缩减能量移除膜，从而减少开口的纵横比(步骤240)；用导电材料溢注所述开口(步骤

250)；以及使用该缩减能量移除膜作为研磨中止层来平坦化该中间层结构的暴露表面(步

骤260)。

[0068] 用于本文的术语是只为了要描述特定实施例而非旨在限制本申请。如本文所使用

的，英文单数形式“a”、“an”和“the”也旨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明确指示。更

应该理解，用语“包括(comprise)”(以及任何形式的包括，例如“comprises”及

“comprising”)、“具有”(以及任何形式的具有，例如“has”及“having”)、“包含”(以及任何

形式的包含，例如“includes”及“including”)以及“含有”(以及任何形式的含有，例如

“contains”及“containing”)都是开放的连系动词。结果，“包括”“具有”“包含”“含有”一或

更多步骤或元件的方法或装置拥有该一或更多步骤或元件，但是不限于只有该一或更多步

骤或元件。同样，“包括”“具有”“包含”“含有”一或更多特征的方法步骤或装置元件拥有该

一或更多特征，但是不限于只有该一或更多特征。此外，用某一方式组态而成的装置或结构

至少是用该方式组构，但是也可用未表列的方式来组构。

[0069] 所有构件或步骤的对应结构、材料、动作及等效物加上权利要求书中的功能元件

(若有的话)旨在涵盖任何结构、材料或动作用以完成与经具体主张的其他主张元件结合的

功能。为了图解说明及说明已描述本申请，但是并非旨在穷举或限制本申请为所揭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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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明白在不脱离本申请的范畴及精神下，仍有许多修改及变体。选择及描

述该具体实施例是为了以最佳的方式解释本申请及实际应用的一或更多态样的原理，以及

使得其他本技艺一般技术人员能够了解用于适合特定预期用途而有不同修改的不同具体

实施例的本申请一或更多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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