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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微影(Lithography )方法和裝置， 

" 且特別是有關於一種電子束微影(Electron Beam
- Lithography)方法和裝置。

【先前技術】

微加工 (Microfabrication ) 常使用光微影 

(Photolithography ) 或光學微影(Optical Lithography )製 

程選擇除去一基板的幾個部分或者是基板上的部分材料 

層。舉例來說，光微影使用直射光(輻射)源來轉移光罩 

(Photomask、Mask、Reticle)上的圖案至形成於基板或材 

料層上的光敏阻抗材料，從而產生曝光圖案(Exposure 
Pattern)於阻抗材料中，接著，化學製程可利用蝕刻或另 

外轉移阻抗材料中的曝光圖案於基板或材料層。最近，微 

加工已採用其他微影種類，例如：帶電粒子束微影，其不 

需製造光罩此中間步驟來轉移或產生曝光圖案於阻抗材料 

中。舉例來說，電子束微影使用聚焦電子束曝光(Expose) 
阻抗材料，電子束微影不使用光罩，而使用電子束直接“寫 

入"圖案於能量敏感阻抗材料(Energy-sensitive Resist 
Material) ° 電子束曝光儀器(Electron-beam Exposure Tool)

- 一般是由電子或電腦類型檔案來寫入圖案，電子或電腦類 

型檔案用以控制電子束曝光儀器的曝光源，曝光源可選擇 

性對準(Direct)於基板、材料層或阻抗材料上以進行圖案 

化。更具體地說，電子束曝光儀器通常經配置以曝光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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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無需經過具有相反電路的光罩或薄膜而照光於阻抗 

材料來完成，而是藉由聚焦光束直接而選擇性地曝光基板 

上之阻抗材料或材料層之所需區域，聚焦光束具有適當能 

. 量及放射線量(Dosage)以產生所需電路圖案。當元件尺度 

(Dimension)不斷縮小，電子束微影特別實用，但其實用 

性受限於產能(Throughput)，亦即使整個晶圓曝光所花費 

的時間。舉例來說，由於元件尺度變小與欲寫入圖案之圖 

案密度增加，一般使用更高能束流(Beam Current)來寫入 

圖案，然而，據觀察，更高電子束流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庫 

侖效應(Coulomb Effect)，需增加寫入時間以阻止這類效 

應。因此，雖然現存電子束微影系統和方法一般已滿足預 

期目的，但於整體方面，仍未完全令人滿意。

【發明內容】

本發明其中之一目的是在運用電子束微影方法和電子 

束裝置，以改善產能。

因此，本發明之一態樣是在提供一種電子束微影方 

法'其包含接收一圖案佈局(Pattern Layout)，圖案佈局包 

含至少一特徵(Feature )，轉換至少一特徵為一偏移 

(Biased )特徵，偏移特徵包含複數個子特徵 

(Sub-feature)，以及依據偏移特徵，寫入一能量敏感材料 

層，從而使特徵形成於能量敏感材料層中。

本發明之另一態樣是在提供一種電子束微影方法，其 

包含接收一圖案佈局，圖案佈局包含一第一特徵及一第二 

特徵，分解第一特徵為複數個第一子特徵，縮小第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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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子特徵，以及依據已縮小的第二特徵及已縮小的第

一子特徵，寫入一材料層，從而形成第一特徵及第二特徵

於材料層上。

- 本發明之又一態樣是在提供一種電子束裝置，其包含 

一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及一電子束模組。電子束資料處理 

模組程式化(Programmed)以接收一圖案佈局，圖案佈局 

包含一特徵，分解特徵為複數個子特徵，以及縮小子特徵， 

從而形成一偏移特徵。電子束模組與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 

通信，電子束模組用以提供一電子束，電子束用以依據偏 

移特徵做電子束寫入。

以下將以實施例對上述之說明以及接下來的實施方式 

做詳細的描述，並對本發明之技術方案提供更進一步的解 

釋。

【實施方式】

下文提供許多不同實施例或示例，以執行本發明的不 

同特徵。元件和配置的具體例子詳如下述，以簡化本文。 

當然，這只是舉例，並非限制。舉例來說，對於在一第二 

特徵中或上形成一第一特徵的敘述，可包括的實施例包 

括：以直接接觸形成第一和第二特徵，且亦可包括的實施

- 例包括：可在第一和第二特徵之間形成其他特徵，以使第 

一和第二特徴可能無法直接接觸。此外,本文可能在不同 

的例子中重複元件符號。這種重複的目的是為了簡單明 

瞭，本身並未指示在本文所述的各種實施例和/或配置間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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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圖係依據本揭示內容之各種態樣的一種微影方法 

100的流程圖。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微影方法100為一種 

帶電粒子束微影方法，且特別是一種電子束微影方法。微 

. 影方法100可應用在寫入圖案於晶圓上，此圖案例如可為 

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圖案，晶圓可為半導體基板、 

空白光罩(Mask Blank)、玻璃基板、平板基板(Flat Panel 
Substrate )或其他適合的基板。晶圓可包含於其上面形成 

之記錄介質(Recording Medium)，例如能量敏感阻抗(或 

材料)層。第1圖已簡化是為了更明確了解本揭示內容之 

發明概念，其餘步驟可在方法100之前、之中與之後所提 

供，且部分所述之步驟能夠被置換或刪除以作為本方法之 

其他實施例。

在步驟110中，一圖案佈局被接收，如：藉由一種電 

子束微影裝置來接收圖案佈局。圖案佈局可由一或多個資 

料檔案來呈現，這些資料檔案包含欲製造圖案之資訊；圖 

案佈局可以GDSII格式檔案、DFII格式檔案或其他合適的 

格式檔案來呈現。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圖案佈局是一種積 

體電路設計(Design )佈局,積體電路設計佈局包含一或 

多個特徵，此特徵係基於欲製造之積體電路元件(產品) 

的規格。此特徵包含為積體電路元件所設計之各種幾何圖 

案，各種幾何圖案通常對應於不同的導體、絕緣體、以及 

/或半導體層之圖案，這些圖案組合以形成積體電路元件 

之各種積體電路特徵/部分，如：主動區(Active Region)、 

閘極、源極、汲極、多層接線(Multilayer Interconnection， 
MLI)、接合墊開 口(Bonding Pad Opening)、其他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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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部分或上述之組合。

圖案佈局包含一圖案佈局尺度，例如，圖案佈局包含

一關鍵尺度（Critical Dimension ），關鍵尺度定義為一圖

. 案特徵（如：線寬或線長）之尺度或兩種圖案特徵之間（如:

兩條線之間）的間距；關鍵尺度有助於整個圖案佈局尺寸 

和圖案佈局密度。與圖案佈局相關之最小關鍵尺度可定義 

為圖案佈局之一圖案特徵的最小尺度，或圖案佈局之兩圖 

案特徵間的最小間距。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圖案佈局之每 

一特徵包含一尺度或一尺寸5如：一長度和一寬度。每一 

特徵可包含一尺度，此尺度大於或等於圖案佈局之關鍵尺 

度。

圖案佈局也包含與其相關聯之一曝光量（Exposure 
Dose）。在所述之實施例中，曝光量包含一電子束能量和 

一曝光時間，當電子束微影裝置以使用此曝光量之圖案佈 

局對一材料層作曝光，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便形 

成於材料層中。因此，材料層包含圖案佈局的各種特徵， 

其中5形成於材料層上之各種特徵的尺度具有與圖案佈局 

之各種特徵相同的尺度（在圖案佈局的格式檔案中）。

在步驟120中，圖案佈局之圖案佈局尺度被縮小，縮 

小圖案佈局尺度包括減小圖案佈局的圖案密度。在一例 

. 中5圖案佈局的關鍵尺度減小，使得圖案佈局的圖案密度 

減小。第2圖係繪示用以縮小圖案佈局之圖案佈局尺度方 

法的流程圖。在所述之實施例中，縮小的方法應用於第1 

圖之方法100之步驟120中。在第2圖的步驟122，圖案 

佈局之關鍵尺度係經估計，以判斷關鍵尺度是否大於或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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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臨界值(Threshold Value )；臨界值為任一合適值。

舉例來說，臨界值可低於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的兩

倍5臨界值可以不同參數為基礎，如：記錄於電子束微影

裝置的單一像素尺寸(Pixel Size)或多個尺寸，或各種與

形成圖案佈局於材料層上相關聯的製程條件。

於步驟124中，當關鍵尺度小於臨界值，圖案佈局被 

偏移(Biasing)以縮小其圖案佈局尺度；由於圖案佈局尺 

度減小，此可稱為逆偏移(Negatively Biasing)圖案佈局 

尺度。如更下面所述，偏移圖案佈局以縮小其圖案佈局尺 

度可包含減小圖案佈局之特徵的尺寸。當關鍵尺度大於或 

等於臨界值，在步驟126和128中，圖案佈局係分解以達 

到小於臨界值的一關鍵尺度，而已分解的圖案佈局係偏移 

以縮小其圖案佈局尺度；在任一情況，電子鄰近效應修正 

可應用於已縮小的圖案佈局，或應用於已縮小且已分解的 

圖案佈局。包含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可稱為 

一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可呈現於一或多 

個資料檔案中。

在一更具體例子中，偏移圖案佈局包括減小圖案佈局 

之特徵的尺度，以使圖案佈局之圖案密度減小。舉例來說， 

每一特徵之尺寸減小至一像素尺寸，此像素尺寸記錄在電 

子束微影裝置中，像素尺寸可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臨界尺 

寸(Minimum Threshold Size)的 0.1 倍至 0.8 倍；圖案佈 

- 局之特徵的尺度可依據特徵的關鍵尺度偏移量而縮小。依

照第2圖所示之方法，每一特徵之尺寸係估計以判斷特徵 

之尺寸是否大於或等於臨界值。在所述之實施例中，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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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一臨界尺寸。當特徵之尺寸小於臨界尺寸，則此特徵 

係偏移直到此特徵之尺寸約為像素尺寸，此像素尺寸記錄 

於電子束微影裝置中。當特徵之尺寸大於臨界尺寸，則此 

特徵分解為多於一個的特徵部分，每個特徵部分包含小於 

或等於臨界尺寸的一尺寸；特徵部分接著偏移，直到每個 

' 特徵部分之尺寸約為記錄於電子束裝置中的像素尺寸。在 

另一例中，一圖案佈局可包含數個特徵，這些特徵包含相 

同的關鍵尺度，且每一個特徵可依據每一個特徵的周圍環 

境，如：依據特徵是否為密集線（Dense Line）特徵或孤立 

線（Isolated Line）特徵，偏移（或使其尺寸減小）至各種 

尺寸。在又一例中，一圖案佈局可包含數個特徵，這些特 

徴具有不同的關鍵尺度，且每一個特徵可依據每一個特徵 

之關鍵尺度，偏移（或使其尺寸減小）至不同尺寸。電子 

鄰近效應修正可應用於已縮小或者是已縮小且已分解之特 

徵；包含已縮小或者是已縮小且已分解之特徵圖案的圖案 

佈局可稱為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可於一 

或多個資料檔案中呈現。

於步驟130中，以包含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 

佈局對一材料層作過度曝光，以形成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 

圖案佈局於材料層中。舉例來說，一曝光量用來寫入圖案 

佈局之已縮小的圖案佈局尺度於材料層中，此曝光量高於 

與圖案佈局（在圖案佈局之原始圖案佈局尺度）相關之另 

' 一曝光量，此較高之曝光量可於一較高能電子束流之形式 

中。圖案佈局之已縮小圖案佈局尺度可使用光柵掃描法 

（Raster Scanning Method）或向量掃描法（Vector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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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來寫入。使用較高曝光量寫入圖案佈局之已縮小

圖案佈局尺度，以形成如同所設計的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

圖案佈局。由於已縮小圖案佈局尺度減小實際曝光的圖案

佈局密度，用以形成圖案佈局的產能可得改善。

第3〜6圖係繪示使用第1圖之方法100，所形成於材 

料層中之一圖案佈局的各部分的示意圖。如下所述，圖案 

佈局之各部分偏移或者是分解與偏移，以減小圖案佈局之 

圖案密度；接著，已偏移、和/或已分解與已偏移的部分 

可使用一過度曝光源，特別是已增加的束流，以形成圖案 

佈局，藉由帶電粒子束所實際曝光的圖案佈局之圖案密度 

因而減小，從而增加產能。因此，雖然圖案佈局的圖案密 

度可增加，所揭露之方法藉由降低實際曝光的圖案密度來 

改善產能。不同的實施例可包含不同優點，且沒有特定優 

點為任一實施例中所必然需求。

第3圖係繪示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所形成於材料 

層中的一圖案佈局之部分200的示意圖。在第3圖中，圖 

案佈局包含一圖案特徵202，圖案特徵202包含一尺度， 

如：一長度（L202 ）和一寬度（W202 ）。在所述之實施例中， 

寬度W202等於圖案佈局的最小關鍵尺度，一曝光量與圖案 

特徴202相關聯，以確保圖案特徵202是寫入具有所設計 

之尺度（如長度L202和寬度W202）的材料層中；圖案特徴 

202是使用第1、2圖之方法100之步驟120來估計。在所 

述之實施例中，寬度W202小於一預定臨界尺寸（第2圖之 

步驟122），所以圖案特徵202偏移以縮小圖案特徵202 
之寬度W202 （第2圖之步驟124）。舉例來說，圖案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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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負偏移以提供已縮小之圖案特徵206,已縮小之圖案特 

徵206包含一尺度，此尺度小於圖案特徵202之尺度。具 

體來說，已縮小之圖案特徵206包含小於圖案特徵202之 

. 寬度W202的一寬度（W206），寬度W206約為一像素尺寸， 

此像素尺寸記錄於電子束微影裝置，如：將用以形成圖案 

特徵202於材料層中的電子束微影裝置。已縮小之圖案特 

徵206也有一長度（L2o6 ），長度L2o6約與長度L202相等。 

電子鄰近效應修正（Electron Proximity Correction，EPC） 

可執行於已縮小之圖案特徴206，從而提供一已偏移/已 

電子鄰近效應修正之圖案特徴210。已偏移/已電子鄰近 

效應修正之圖案特徵210 （或者，已偏移之圖案特徵206） 
接著使用一曝光量寫入材料層中，此曝光量大於與圖案特 

徵202相關的曝光量。換言之，一過度曝光源用以寫入已 

偏移/已電子鄰近效應修正之圖案特徵210 （或已偏移之 

圖案特徵206）於材料層中，從而形成圖案特徵214於材 

料層中；圖案特徵214對應於圖案特Μ 202 °更具體地說， 

圖案特徵214包含一尺度，特別是一長度（L214）和一寬度 

（W214） 5實質上等於圖案特徵202的尺度，長度L202和 

寬度W202。藉由以圖案特徵210對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圖 

案特徵202因而形成於材料層中；相較於圖案特徵202之 

尺度5圖案特徵210包含較小的尺度。

第4圖係繪示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所形成於材料 

' 層中的一圖案佈局之部分300的示意圖。在第4圖中，圖 

案佈局包含一圖案特徵302，圖案特徵302包含一尺度， 

如：長度（L302）和寬度（W302）；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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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W302大於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一曝光量與圖案特 

徵302相關聯，以確保圖案特徵302是寫入具有此尺度（長 

度L302和寬度W302 ）的材料層中。在所述之實施例，圖案 

特徵302是使用第1、2圖之方法100之步驟120來估計。 

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寬度W302大於一預定臨界尺寸（第2 
圖之步驟122），所以圖案特徴302受分解和偏移以縮小 

圖案特徵302之尺度（第2圖之步驟126和步驟128）。 

舉例來說，圖案特徵302分解為特徵306，特徵306包含 

特徵部分306ι、3062、3063· · · 306Ν ＞每一特徵部分306】、

3062 ' 3063 , · · 306ν 包含一尺度，如：一長度（L306）和 

一寬度（W306）'長度L306約為長度L302 '且寬度W306可 

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特徵部分3061、3062、

3063 - - - 306n因此包含一長度和一寬度，此長度約為原 

始圖案特徴302的長度，但此寬度小於原始圖案特徵302 
的寬度。特徴306接著負偏移以提供已縮小之特徵310， 
其中特徵部分3061、3062、3063 · - - 306N之每一者縮小 

以包含一較小尺度。在所述之實施例中，電子鄰近效應修 

正亦執行於特徴306之已分解之特徵部分，因此，特徵310 
包含特徵部分310］、31。2、31。3 · · - 310n，每一特徵部 

分 3101、31。2、3103 ··· 310n 包含一寬度（W310），寬 

度W310小於已分解之寬度W306 0寬度W31O約為記錄於電 

子束微影裝置中的一像素尺寸，如：將用以形成圖案特徵

■ 302於材料層中的電子束微影裝置；特徵部分3101、31。2、

31。3 · · · 310n之每一者也包含與長度L302相關之長度 

（L3i0）。已偏移/已電子鄰近效應修正之圖案特徵310 
接著使用一曝光量寫入材料層，此曝光量大於與圖案特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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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相關之曝光量。換言之，一過度曝光源用以寫入已偏 

移/已電子鄰近效應修正之圖案特徵310於材料層中，從 

而形成圖案特徵314於材料層中，圖案特徴314對應於圖 

. 案特徵302。更具體地說，圖案特徵314包含一尺度，特 

別是一長度（L314）和一寬度（W314），實質上等於圖案特 

' 徵302之尺度，長度L302和寬度W302 °藉由以圖案特徵310 

對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圖案特徵302因而形成於材料層 

中，圖案特徵310包含數個特徵部分，相較於圖案特徴 

302，特徵部分具有較小之尺度。

第5圖係繪示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所形成於材料 

層中的一圖案佈局之部分400的示意圖。在第5圖中，圖 

案佈局包含圖案特徵402，圖案特徵402包含一尺度，如： 

長度（L402）和寬度（W402）。一曝光量與圖案特徵402 
相關聯，以確保圖案特徵402寫入具有此尺度（長度L402 
和寬度W402）的材料層中。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圖案特徵 

402係使用第1、2圖之方法100之步驟120來估計。在所 

述之實施例，寬度W402大於一預定臨界尺寸（第2圖之步 

驟122），所以圖案特徵402受分解和偏移以縮小圖案特 

徵402之尺度（第2圖之步驟126和步驟128）。舉例來 

說，圖案特徵402分解為特徵406，特徵406包含特徵部 

分 4061、4062、4063 · · · 406N * 特徵部分 406】、4062、 

4063 - · - 406n之每一者包含一尺度5如：一長度（L406）

- 和一寬度（W406），寬度W406約為寬度W402，且長度L406 
可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特徴部分4061、4062、 

4063· · · 406n因此包含一寬度和一長度，此寬度約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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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圖案特徵402的寬度，但此長度小於原始圖案特徵402 
的長度。特徵406接著負偏移以提供已縮小之特徵410， 
其中特徵部分4061、4062、4063 · - - 406N之每一者被縮 

小以包含一較小尺度。更具體地說，已縮小之特徵406提 

供包含特徵部分4101、41。2、41。3 · · · 410n的特徵410, 
特徴部分4101、41。2、41。3 · · · 410n之每一者包含一長 

度（L410）和一寬度（W410），長度L4 ίο小於已分解之長度 

L4O6,且寬度W410小於已分解之寬度W406,寬度W410約為 

一像素尺寸，此像素尺寸記錄於電子束微影裝置中，如： 

將用以形成圖案特徵402於材料層中的電子束微影裝置。 

電子鄰近效應修正可執行於已縮小且已分解之特徵部分 

410,已偏移及分解之圖案特徵410接著使用一曝光量寫入 

材料層，此曝光量大於與圖案特徵402相關之曝光量。換 

言之，一過度曝光源用以寫入已偏移之圖案特徵410於材 

料層中，從而形成圖案特徵414於材料層中，圖案特徵414 
對應於圖案特徵402。更具體地說，圖案特徴414包含一 

尺度，特別是一長度（L414）和一寬度（W414），實質上等 

於圖案特徵402之尺度，長度Lw和寬度W402。藉由以圖 

案特徵410對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圖案特徵402因而形成 

於材料層中，圖案特徵410包含數個特徵部分，相較於圖 

案特徴402，特徵部分具有較小之尺度。

第6圖係繪示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所形成於材料 

層中的一圖案佈局之部分500的示意圖。在第6圖中，圖 

案佈局包含圖案特徵502，圖案特徵502包含一尺度，如： 

長度（L502）和寬度（W502）。一曝光量與圖案特徴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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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聯，以確保圖案特徵502是寫入具有此尺度（長度L502 
和寬度W502）的材料層中；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圖案特徴 

502是使用第1、2圖之方法100之步驟120來估計。在所 

. 述之實施例，寬度W502大於一預定臨界尺寸（第2圖之步 

驟122），所以圖案特徵502受分解和偏移以縮小圖案特 

徵502之尺度（第2圖之步驟126和步驟128）。舉例來 

說，圖案特徵502分解為特徵506，特徵506包含特徵部 

分 5061、5062、5063 - - - 506N，特徴部分 506］、5062、 

5Ο63 · · · 506n之每一者包含一尺度，如：一長度（L506） 
和一寬度（W506）。長度L506可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 

尺度，且寬度W506可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特徵 

部分5061、5062、5063 · - - 506N因此包含一寬度和一長 

度5此寬度小於原始圖案特徵502的寬度，且此長度小於 

原始圖案特徵502的長度。特徵506接著負偏移以提供已 

縮小之特徵510，其中特徵部分5061、5062、5063· ·· 506n 

之每一者縮小以包含一較小尺度。更具體地說，已縮小之 

特徵506提供包含特徵部分5101、51。2、51。3 · · - 510N 

的特徵510,特徴部分5101、51。2、51。3 · · · 510n之每一 

者包含一長度（ L510）及一寬度（W51O ），長度L510小於已 

分解之長度L 506 5且寬度W510小於已分解之寬度W506 °長 

度L510與寬度W5io約為一像素尺寸，此像素尺寸記錄於電 

子束微影裝置中，如：將用以形成圖案特徵502於材料層 

中的電子束微影裝置。電子鄰近效應修正可執行於已縮小 

且已分解之特徵510，已偏移及分解之圖案特徵510接著 

使用一曝光量寫入材料層，此曝光量大於與圖案特徴502 
相關的曝光量。換言之，一過度曝光源用以寫入已偏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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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特徴510於材料層中，從而形成圖案特徵514於材料 

層中，圖案特徵514對應於圖案特徴502。更具體地說， 
圖案特徴514包含一尺度，特別是一長度（L514）和一寬度 

（W514） 5實質上等於圖案特徵502之尺度，長度L502和 

寬度W502。藉由以圖案特徵510對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圖 

案特徵502因而形成於材料層中，圖案特徵510包含數個 

特徴部分，相較於圖案特徵502，特徴部分具有較小之尺 

度。

第7圖是依據本揭示內容之各種態樣的一種微影裝置 

600之簡化方塊圖。在所述之實施例，微影裝置600為一 

種電子束微影裝置；微影裝置600可應用第1圖之方法100 
寫入圖案（如：積體電路圖案）於晶圓上，晶圓可為半導 

體基板、空白光罩、玻璃基板、平板基板或其他適合的基 

板。晶圓可包含一記錄介質形成於其中，如：一能量敏感 

阻抗（或材料）層。第7圖已簡化是為了更明確了解本揭 

示內容之發明概念，其餘特徵可增加於微影裝置600，下 

面所述的一些特徵可於微影裝置600之其餘實施例中替換 

或刪除。

在所述之實施例中，微影裝置600包含電子束資料處 

理模組610與電子束曝光模組620，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 

610和電子束曝光模組620彼此通信。電子束資料處理模 

組610配置以讀取一資料儲存媒體（Data Storage Medium ） 
的欲圖案化資料（Patterning Data）；資料儲存媒體可在電 

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中，或置於與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 

610隔一段距離，並與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通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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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得到或接收欲圖案化資料，並可輸 

入欲圖案化資料至與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相關之記憶 

體。在所述之實施例，圖案化資料包含一圖案佈局，例如： 

如上所述之積體電路佈局。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包含 

一圖案產生器，圖案產生器處理圖案化資料並產生一圖案 

寫入指令集(Pattern Writing Set)；舉例來說，圖案寫入 

指令集與圖案佈局相關聯。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也配 

置以減小圖案之圖案密度，如：藉由使用第1圖之方法 

100。圖案產生器處理圖案化資料和產生圖案寫入指令集， 

也可產生圖案化資料和圖案寫入指令集，圖案寫入指令集 

與包含已減小圖案密度之圖案相關聯。電子束資料處理模 

組610傳送寫入指令集至電子束曝光模組620 ；此外，電 

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可執行電子鄰近效應修正和轉移於 

寫入指令，此寫入指令可傳送至電子束曝光模組620，或 

者是5電子鄰近效應修正和轉移可由一獨立模組選擇性分 

開執行。

電子束曝光模組620包含一來源，此來源配置以產生 

至少一帶電粒子束；在所述之實施例中，由於微影裝置600 
為一種電子束微影裝置600,帶電粒子束為電子束，或者， 

帶電粒子束可為光子束或離子束。帶電粒子束可通過一或 

多個透鏡(未繪示)，在一個例子中，帶電粒子束可通過 

一或多個透鏡，並可聚焦於一光束孔徑部分，光束孔徑部 

分配置具有數個孔徑或孔洞，孔徑或孔洞使帶電粒子束分 

為數個光束，光束的數量可根據微影裝置之設計需求有所 

變化；帶電粒子束可為一個高斯光束(Gaussian Bea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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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高斯光束。帶電粒子束可移動至一光束控制器(Beam 
Controller)，此光束控制器配置以允許一或多個光束穿過 

至一成像端(Imaging Head)，或阻止/屏蔽(Block/Blank) 
. 一或多個光束穿過至成像端。成像端可包含一電子光學系 

統(Electron Optical System )，電子光學系統用以聚焦被 

允許穿過的光束。光束控制器可包含由電子控制信號所控 

制的數個偏向器(Deflector)，也稱為遮罩器(Blanker)， 

電子控制信號與傳送自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610的寫入指 

令相關聯。

電子束曝光模組620可更包含一控制器，控制器接收 

來自DPU102之寫入指令，寫入指令可如同資訊載子，利 

用光輻射傳送。微影裝置600更包含一平台(未繪示)， 

平台配置以在各個方向移動，平台可藉由真空系統或其他 

合適的保護機制維持和保護晶圓，在製程期間，晶圓配合 

控制器，相對於成像端移動或掃描。帶電粒子束藉由微影 

裝置600聚焦至記錄介質上，以使圖案佈局直接寫入記錄 

介質而不需要光罩(Photomask/Reticle)。如上所述，在 

所述之實施例中，包含已縮小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係 

使用一曝光量直接寫入記錄介質中，此曝光量大於與另一 

圖案佈局相關之另一曝光量，此另一圖案佈局包含原始設 

計圖案佈局尺度。在整個晶圓已掃描之後，記錄介質可顯 

影(Develope )以形成圖案於晶圓上；其他製程，如：蝕 

刻(Etching)、摻雜(Doping)，可執行於已圖案化的記 

錄介質。應了解到微影裝置600可包含其他部分，如：校

18 5



201241572
準系統(Alignment System)和準直儀(Collimator)，但

在此簡化以更清楚了解所揭露之實施例。

本發明之揭示內容提供了許多不同的實施例。舉例來 

. 說，一種方法包含接收一圖案佈局，圖案佈局包含數個特 

徵，其中一曝光量與圖案佈局相關聯；偏移圖案佈局，以 

使每一個特徵之尺寸減小至一像素尺寸，此像素尺寸記錄 

於電子束裝置中；以及使用此電子束裝置以一已偏移之圖 

案佈局對一材料層作曝光，其中，相較於與圖案佈局相關 

之曝光量，曝光步驟使用一較大曝光量，從而形成圖案佈 

局於材料層中。

偏移圖案佈局可包含依據關鍵尺度之偏移量，縮小每 

一個特徴。在一個例子中，偏移圖案佈局包含減小每一個 

特徵之尺寸為另一尺寸，此另一尺寸約為圖案佈局之最小 

關鍵尺度的0.1倍至0.8倍。偏移圖案佈局可包含，在偏移 

圖案佈局之前，對每一個特徵尺寸作判斷，判斷特徵之尺 

寸是否大於臨界尺寸；以及當特徵之尺寸大於臨界尺寸， 

分解特徵，使特徵為包含一個以上的特徵部分，其中每一 

個特徵部分小於或等於臨界尺寸。在一個例子中，臨界尺 

寸小於圖案佈局之最小關鍵尺度的兩倍。

此方法可更包含在對材料層作曝光之前，執行電子鄰 

. 近效應修正於已偏移之圖案佈局，以及/或判斷與圖案佈 

局相關之曝光量。相較於與圖案佈局相關之曝光量，使用 

' 另一較大曝光量可包含，以已縮小圖案佈局為基礎，判斷 

此另一較大曝光量。在一個例子中，形成圖案佈局於材料 

層中包含形成一積體電路圖案於材料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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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例中，一種方法包含接收一圖案佈局，此圖案

佈局包含一圖案佈局尺度；縮小圖案佈局尺度；以及，以

已縮小之圖案佈局尺度對一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從而形成

. 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於材料層中。縮小圖案佈局

尺度可包含減小圖案佈局之圖案密度；在一個例子中，圖 

案佈局尺度是一關鍵尺度，且縮小圖案佈局尺度包含減小 

此關鍵尺度。此方法可更包含在減小關鍵尺度之前，判斷 

關鍵尺度是否大於一臨界值，且當關鍵尺度大於臨界值， 

分解圖案佈局5以使圖案佈局包含小於臨界值之關鍵尺 

度。此方法可更包含執行電子鄰近效應修正於包含已縮小 

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在一個例子中，一曝光量與包 

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相關聯，以及，以已縮小之圖 

案佈局對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包含使用一曝光量，此曝光 

量大於另一曝光量，此另一曝光量與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 

圖案佈局相關聯。

在一個例子中，圖案佈局包含數個特徵，且縮小圖案 

佈局尺度包含縮小每一個特徵之尺度為一像素尺寸，此像 

素尺寸記錄於電子束儀器中。縮小每一個特徵之尺度為記 

錄於電子束儀器中的像素尺寸可包含，對每一個特徵判斷 

特徵的關鍵尺度；當關鍵尺度小於一臨界值，縮小特徵為 

記錄於電子束儀器中的像素尺寸。以及當關鍵尺度大於或 

等於此臨界值，分解特徵為多於一個之特徵部分，這些特 

徵部分包含小於此臨界值之一關鍵尺度；以及縮小每一個 

特徵部分為記錄於電子束儀器中之像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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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電子束裝置也提供包含電子束曝光模組和電子束 

資料處理模組，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與電子束曝光模組通 

信。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程式化以接收一圖案佈局，圖案 

. 佈局包含一圖案佈局尺度；縮小圖案佈局尺度；以及判斷 

一曝光量，此曝光量大於另一曝光量，此另一曝光量與包 

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相關聯；以使電子束曝光模組 

使用已縮小之圖案佈局尺度與已判斷之曝光量，已判斷之 

曝光量用以形成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於材料層 

中。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可程式化以判斷另一曝光量，此 

另一曝光量與包含圖案佈局尺度之圖案佈局相關聯。縮小 

圖案佈局尺度可配置以縮小圖案佈局之一圖案密度。

上述已概述數個實施例的特徵，因此熟習此技藝者可 

更了解本揭示內容之態樣。以上關於一些實施例所例示或 

討論之特徵可與以上關於其他實施例所例示或討論的特徴 

結合。熟悉此技藝者應了解到，其可輕易地利用本揭示內 

容作為基礎，來設計或潤飾其他製程與結構，以實現相同 

之目的及/或達到與在此所介紹之實施例相同的優點。因 

此，所有這樣的潤飾意欲包含在此揭露之範圍內。熟悉此 

技藝者也應了解到，這類對等架構並未脫離本揭示內容之 

精神和範圍，且熟悉此技藝者可在不脫離本揭示內容之精 

神和範圍下，進行各種之更動、取代與潤飾。

【圖式簡單說明】

從上述結合所附圖式所作的詳細描述，可對本揭示內 

容有更佳的了解。需強調的是，根據業界的標準實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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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並未依比例繪示，且目的僅係用以說明。事實上，為

了使討論更為清楚，各特徵的數量及尺寸都可任意地增加

或減少。

第1圖係繪示依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各種態樣的一種 

微影方法100的流程圖。

第2圖係繪示依據本揭示內容之各種態樣，可應用於 

第1圖之微影方法的用以縮小圖案佈局之圖案佈局尺度之 

方法的流程圖。

第3圖係繪示可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而形成之一圖 

案佈局的一部分。

第4圖係繪示可依據第1圖之方法100而形成之一圖 

案佈局的一部分。

第5圖係繪示可依據第 1圖之方法100而形成之一圖

案佈局的一部分。

第6圖係繪示可依據第 1圖之方法100而形成之一圖

案佈局的一部分。

第7圖係依據本揭示內容之各種態樣，可應用第1圖 

之微影方法的一種微影裝置600之簡化方塊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0 :方法

120 :步驟

124 :步驟

128 :步驟

200 :圖案佈局之部分

110 :步驟

122 :步驟

126 :步驟

130 :步驟

202 :圖案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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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 圖案特徵 210
214 : 圖案特徵 300
302 : 圖案特徴 306
310 : 圖案特徵 314
400 : 圖案佈局之部分 402
406 : 圖案特徵 410
414 : 圖案特徵 500
502 : 圖案特徵 506
510 : 圖案特徵 514
600 : 微影裝置 610
620 : 電子束曝光模組

圖案特徵

圖案佈局之部分

圖案特徴

圖案特徴

圖案特徵

圖案特徵

圖案佈局之部分

圖案特徵

圖案特徵

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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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申請案號：（2"逐 （2006.01）

- ※申請日：洪ipc分類： ,
1UU. 10. 2 I 旳丁痹g（2006,01）

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用以改善產能之電子束微影系統和方法

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SYSTEM AND 
METHOD FOR IMPROVING THROUGHPUT

O二、中文發明摘要：

一種用以改善產能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和裝置在此揭 

露。一種例示微影方法包含接收一圖案佈局，此圖案佈局 

包含一圖案佈局尺度，縮小圖案佈局尺度，以及，以已縮 

小圖案佈局尺度對一材料層作過度曝光，從而形成包含圖 

案佈局尺度的圖案佈局於材料層中。

三、英文發明摘要：
。 An 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improving throughput is disclosed. An exemplary lithography 
method includes receiving a pattern layout having a pattern 
layout dimension, shrinking the pattern layout dimension, 
and overexposing a material layer to the shrunk pattern 
layout dimension, thereby forming the pattern layout having 
the pattern layout dimension on the material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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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電子束微影方法，其包含：

接收一圖案佈局，該圖案佈局包含至少一特徵；

- 轉換該至少一特徴為一偏移特徵，該偏移特徴包含複

. 數個子特徵；以及

依據該偏移特徴，寫入一能量敏感材料層，從而使該 

些特徴形成於該能量敏感材料層中。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其中寫入之步 

驟包含依據該偏移特徵來使用一寫入量以寫入該能量敏感 

材料層，該寫入量大於與該至少一特徵相關聯之一寫入量。

3. 如請求項1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其中轉換該至 

少一特徴之步驟，包含偏移該至少一特徴，依據一關鍵尺 

度偏移量，以使該些子特徵之每一者之一尺寸減小至一像 

素尺寸，該像素尺寸記錄於一電子束裝置中。

4. 如請求項1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其中轉換該至 

少一特徵之步驟包含轉換複數個特徵之每一者為該偏移特 

徵，其中轉換該些特徵之每一者包含：

在轉換該些特徵之每一者之前，判斷該些特徴之每一 

者之一尺寸是否大於一臨界尺寸；以及

當該些特徵之每一者之該尺寸大於該臨界尺寸，分解 

該些特徵之每一者為該些子特徵，其中該些子特徴之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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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小於或等於該臨界尺寸，其中該臨界尺寸小於該圖案佈

局之一最小關鍵尺度的兩倍。

• 5.—種電子束微影方法，其包含：

接收一圖案佈局，該圖案佈局包含一第一特徵及一第 

二特徵；

分解該第一特徵為複數個第一子特徵；

縮小該第二特徵及該些第一子特徵；以及

依據已縮小的該第二特徵及已縮小的該些第一子特 

徵，寫入一材料層，從而形成該第一特徵及該第二特徴於 

該材料層上。

6. 如請求項5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其中縮小之步 

驟包含縮小該第二特徵及該些第一子特徵之每一者的一尺 

度為一像素尺寸，該像素尺寸記錄於一電子束儀器中。

7. 如請求項5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更包含：

在分解該第一特徵之前，判斷該第一特徴之一關鍵尺 

度大於或等於一臨界值；

該些第一子特徵之每一者包含一尺度，該尺度小於該 

臨界值；以及

在縮小該第二特徴之前，判斷該第二特徵之一關鍵尺 

度小於該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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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請求項5所述之電子束微影方法，其中：

一寫入量與該第一特徵及該第二特徵相關聯；以及

依據已縮小的該第二特徵及已縮小的該些第一子特 

徵，寫入該材料層之步驟 , 包含使用另一寫入量，該另一 

一 寫入量分別大於與該第二特徵及該第一特徵相關之該寫入

量°

9・一種電子束裝置，其包含：

一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該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程式 

化以：

接收一圖案佈局5該圖案佈局包含一特徴；

分解該特徵為複數個子特徵；以及

縮小該些子特徵，從而形成一偏移特徵；

以及

一電子束模組，其與該電子束資料處理模組通信，該 

電子束模組用以提供一電子束，該電子束用以依據該偏移 

特徵做電子束寫入。

10.如請求項9所述之電子束裝置，其中該電子束資料 

處理模組程式化以判斷一寫入量，該寫入量與該偏移特徵 

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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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 100 :方法

110 :步驟

120 :步驟

130 :步驟

五、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 

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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