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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c提升EUV光刻单次曝光极限,
应对未来的逻辑和存储器应用

随
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探索

性工作，迈向极紫外（EUV）基

础设施开发和准备的道路一直

极具挑战性。虽然 EUV 光刻与例如

193nm 的光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

也具有独特的特性。例如，在 13.5nm

的短成像波长下，EUV 辐射无法穿透

环境气体并能够被所有固体材料强烈

吸收。EUV 开发的挑战包括如光源（具

有足够的功率从而能够实现具有成本

效率的生产），掩模检查和缺陷以及光

刻胶问题等。

EUV 光刻如果能够成功地集成到半导体制造中，必

将带来许多益处。例如，使用单次曝光 EUV 光刻而不是

使用多次图案化 193nm 光刻，从而实现特征尺寸转印的

能力，会使得工艺简化，并降低每个晶圆的成本。这些都

驱动着半导体行业继续改进步进设备，光源和掩模的基础

设施。

近年来，所有关键问题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

随着最近演示的 250W 功率，光源现已显示出满足路线

图目标的能力，并能够确保每小时晶圆的足够产量。首

先采用 EUV 光刻技术用于规模量产的，是用于代工厂

N7 逻辑技术节点的关键工艺线后端（BEOL）金属和通

孔层（金属间距在 36-40nm 范围内），时间范围为 2018-

2019 年。

探索N5及更高节点的可能性

同时，imec 及其合作伙伴正在权衡用于之后节点

（32nm 及以下）的可能性。对于这些密集间距，正在

imec在实现N5 32nm间距第二层金属和36nm间距接触孔的极紫外（EUV）光

刻单次曝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来自imec图案化团队的Greg McIntyre，

Peter De Bisschop，Danilo De Simone，Frederic Lazzarino和Victor 

Blanco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关键步骤，并强调了该进步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图2. 印刷线条/间隔（顶部）和接触孔（底部）后，所观察到的随机印刷失

效。

图1. 从晶圆成本(左）和工艺简单性（右）方面对比，使用EUV光刻单次曝光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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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各种各样的图案化方法，这些方法在复杂性、晶圆

成本和达到良率时间等方面有所区别。涉及的方法包括

EUV 多次图案化，混合 EUV 和浸入式多次图案化以及

EUV 单次曝光等各种变化。在 2017 年的 SPIE 先进光刻

会议上，imec 通过结合例如基于 193nm 浸入式自对准四

极图案化（SAQP）的 32nm 间距金属线和直接 EUV 印

刷的块层，展示了混合多次图案化（混合 193i-EUV）的

许多进展。

与此同时，imec 一直在推进 EUV 单次曝光用于逻辑

和存储器技术节点的极限，因为从工艺简单性、晶圆成本

和达到良率时间等方面，单次曝光步骤预期可以带来更多

的好处。例如，当所有块和通孔图案化从 193nm 浸入式

解决方案转变为使用 EUV 单次曝光解决方案时，imec 计

算出晶圆成本将降低 20％。预计 EUV 单次图案化进行关

键金属线条和通孔将进一步减少 3.2％。同样重要的还有

达到良率时间，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工艺的复杂性。下

图的示例显示，与基于全浸入式的解决方案相比，混合

193i-EUV 技术所需的工艺步骤减少约 60％，而 EUV 单

次曝光则减少约 80％。这可以转化为单个晶圆批次的周

转时间减少高达数天或数周。考虑到开发技术所需要的非

常多的批次，这可以获得显著的优势。

然而，在利用 EUV 单次曝光对这些小而密集的特征

尺寸进行图案化之前，仍然需要解决一些挑战。尽管取得

了巨大进步，但针对如光刻胶性能，随机失效，光学掩模，

计量和检查以及图案转移等方面依然存在关键的问题。此

外，仍然缺乏对关键 EUV 工艺（例如光刻胶反应机理）

的更基本理解。在 2018 年 SPIE 先进光刻会议上，imec

展示了所有这些领域的巨大进步，主要关注两个重点用途：

逻辑 N5 32nm 间距第二金属层和用于密集 DRAM 应用的

36nm 间距接触孔。 

EUV随机印刷失效：限制了EUV光刻的适用性

术语“随机效应”是指在原则上原本应该同样的印

刷结构，其间发生了随机的局部变化。这些效应一直和

光刻技术形影相随。最著名的是临界尺寸（CD）变化，

它可以通过诸如线宽粗糙度，线边缘粗糙度或局部 CD

均匀性的计量来进行量化。多年来，人们已经深入研究

了这些计量结果。然而，除了 CD 变化之外，随机效应

可能引起局部的随机失效，例如微桥和断线（当印刷线

条 / 间隔时），或接触桥接和接触缺失（当印刷接触阵列

时）。这些失效尚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们通常是在复杂的

光刻胶图案形成过程中产生。与传统的 193nm（浸入式）

光刻相比，现在的 EUV 曝光的尺寸正在缩小，并且可用

的光子数更少，预计这些失效将越来越严重地影响未来

器件的良率。

为了得到更多的基本理解，imec 继续系统地研究线

条 / 间隙和接触阵列的随机失效。该团队专注于随机失效

的量化，并研究了其对实验参数（如剂量，光刻胶，CD）

的依赖性。最终目标是了解这些随机效应如何限制 EUV

图3. 失效机制对密集线条/间隔（36nm间距）的可用目标CD范围的影响示例。

曝光剂量为~32mJ/cm2。

图4. 间距32nm线条间隔：功率谱密度，无偏压LWR和低，中，高曝光剂量EUV化学放大光刻胶的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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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的适用性，并确定实现失效数量最小化的

关键因素。量化随机印刷失效的新方法包括自

动计算一系列 SEM 图像中可见的相对失效数

目（即，接触的缺失和桥接，以及断线和微桥）。

虽然这种基于扫描电镜的技术只能应用于有限

的检测区域，但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确定影响

随机失效数量的工艺参数。

已经发现随机失效的数量取决于许多个实

验参数，从而提供了几个优化的关键。例如，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的 CD（线条或间

隙），或取决于接触孔的目标直径。例如，随着

间隙的宽度或接触的尺寸变小，微桥和缺失的接触将会数

量大增。这种行为也随着孔隙而变化：对于密集的孔隙，

随着接触尺寸变小（或变大），缺失（和桥接）接触的数

量会迅速增加。这些随机失效限制了可用的 CD 窗口（观

察不到任何类型印刷失效的 CD 范围），因此限制了 EUV

光刻的适用性。

重要的是，随机失效的数量也强烈依赖于剂量：随着

曝光剂量的增加，失效次数显著减少。这意味着曝光剂量

是减少随机失效次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近年来，光

刻胶供应商一直在优化光刻胶以增强光刻胶的灵敏度。这

样，光刻胶曝光剂量可以降低到接近 20mJ/cm2 的成本有

效目标，以保证足够的晶片产量。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

要求使用更大的曝光剂量来缓解随机印刷失效。

光刻胶性能的表征：引入新的计量

多年来，imec 与许多材料合作伙伴合作，评估了不

同的光刻胶材料策略，包括化学放大光刻胶（CAR，最初

开发用于光学光刻），含金属光刻胶和基于感光剂的光刻

胶。对于大多数这些材料，已经实现了光刻胶分辨率方面

相当的性能改进。并且也已经确定增强光刻胶灵敏度的关

键，并且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吸收 EUV 光。

在 2018 年 SPIE 先进光刻会议上，imec 推出了一种

表征 EUV 光刻胶的综合方法。作为验证，针对化学放大

光刻胶，将该表征方法应用到了 32nm 密集线条 / 间隙图

案和 36nm 密集接触孔间隙上。在这里引入了新类型的计

量来判断图案的质量。为了量化光刻胶线条上的光刻胶粗

糙度，imec 团队使用了“功率密度谱”（PSD）来作为比

较不同光刻胶工艺的新计量方法。

该指标与基于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传统指标

互补，具有消除 SEM 噪声（非偏压下光刻胶粗糙度）和

查看每单位频率下变量的变化（LWR 的线宽，LER 的线

边缘位置）的优点。频率是长度的倒数，因此高频代表

短的线长尺度，低频率代表长的线长尺度。该团队还引

进了计算随机印刷失效的指标，以便对低，中，高曝光

剂量下，被检测光刻胶的图案保真度进行早期评估。通

过使用所有的计量方法，在各种光刻胶之间进行了光刻

性能的比较。在 45mJ/cm2 和 33mJ/cm2 的剂量下，已经

分别确定了逻辑（间距 32nm 的密集线 / 间隙）和存储器（间

距 36nm 的密集接触孔）使用情况下的两种正性化学放大

光刻胶。

通过后处理进行光刻胶平滑：一种新方法

在光刻胶曝光和显影之后，后处理技术用于进一步
图6. 使用重新定位的光刻后第二金属层逻辑图案的SEM图像。请注意不同

的CD用于隔离的和密集的特征尺寸。

图5. 单次EUV曝光中的间距32nm密集线条-间隔图案化和间距36nm密集正交接触孔图案化

（采用ASML NX3300 EUV步进光刻机，曝光剂量分别为45mJ/cm2和33mJ/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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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光刻胶线条。imec 与蚀刻工具供

应商和材料供应商合作，提出了新的

平滑方法，为密集特征尺寸提供了令

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在此项研究中，

该团队专注于 32nm 间距线条 / 间隔

（16nm 半间距（hp）），但该方法可以

扩展到密集的接触孔和柱当中。

随着尺寸的进一步缩小，可实现

的平滑（例如以线条边缘的粗糙度来

表示）与所需目标之间的差距变得越

来越大。这使得 16nm 半间距光刻胶

线条的平滑非常具有挑战性。例如，

在这些小尺寸下，光刻和显影后光

刻胶线条的高度变得非常小（通常为

25-27nm），用于下层图案化的预留就

非常小。此外，顶部粗糙度以及诸如

基础，浮渣，线条中断和非桥接等缺

陷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

粗糙度和缺陷在后续工艺步骤中将会

传递下去，从而影响器件性能。

imec 首先建立了化学放大和含

金属光刻胶的基线工艺，允许根据线

条边缘粗糙度，线宽粗糙度和线条

CD 确定初始的工艺参数。然后，探

索各种蚀刻方法（包括例如直流超级

定位和准原子层蚀刻），并且识别关

键点从而实现优化的光刻胶平滑。尽

管正在进行持续的优化，但与传统蚀

刻技术相比，使用这些技术减少蚀刻

后粗糙度已经显示出大约 20%-30％

的改进。

imec团队还在研究替代的平滑路

径，例如堆叠优化。在这里，研究了

如何改变光刻胶下面的层（例如光刻

胶下层，掩模或氧化物）影响蚀刻工

艺并减轻粗糙度。除了堆叠优化之外，

正在探索诸如基于等离子体的平滑和

光刻胶包封的新技术。重要的是，已

经引入了诸如功率密度谱和 3D-AFM

的新计量手段，以进一步开发用于优

化平滑化之前和之后的光刻胶评估。

计算光刻技术：使用 SRAF 和重

新定位的好处 

单独的光刻胶材料进展不足以

满足 EUV 光刻单次图案化的要求。

imec 还专注于同步优化光掩模，薄膜

叠层，EUV 曝光和蚀刻，以实现集

成的图案化流程，从而实现结构的完

全图案化。该团队还探索了使用先进

的计算光刻技术来改善第二金属逻辑

层的图案化。

对 于 该 第 二 金 属 层， 使 用

Tachyon 计算光刻软件执行了光源优

化（即，用于印刷该图案的步进设备

最佳照明设置），光学邻近校正（OPC）

模型校准和 OPC。为了优化 32nm 间

距线条 / 间隔的印刷，imec 探索使用

了制造设计（DfM）技术，即亚分辨

率辅助功能（SRAF）和重新定位。

通过 SRAF，在掩模级别就添加特定

的特征（例如散射条形），这些特征

不会印刷到晶圆上，但确实有助于增

大目标特征的工艺窗口。通过重新定

位，可以更改原始线宽或间隔以放大

图7. 当SRAF应用于逻辑电路中的典型结构时，晶圆数据显示EL和DoF的增加。

工艺窗口。例如，隔离的特征印刷得

更宽，从而得以减少缺陷的数量。该

小组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传统的采用正

光刻胶的暗场掩模上。

结果发现使用 SRAF 和重新定位

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当使用 SRAF

时，实验数据显示曝光范围（EL）和

聚焦深度（DoF，在给定曝光范围内

将给定特征的光刻胶轮廓保持在所有

规格内的焦距范围）增加。接下来，

应用重新定位增加了印刷逻辑结构的

无缺陷 CD 工艺窗口，如下图所示。

最后，这些技术允许在不同的特征尺

寸类型上，使用常规 CD 也可以更均

匀地印刷金属线条尖端到尖端。

 

结论

imec 及其合作伙伴正在探索各

种方案，以优化地实现和实施 EUV

光刻技术。在该项工作中，imec 推

进了单次曝光 EUV 的极限，这里用

于印刷关键的 32nm 间距金属层和

36nm 间距接触孔。这是通过增加对

各种贡献因素的理解和优化来实现

的，其中包括光刻胶性能，随机印刷

失效，光掩模，计量和检查以及图案

转移。

EUV 进行单次图案化的能力预

计会对近期技术节点的路线图和成本

产生重大的影响。

该结果已在 2018 年 SPIE 先进光

刻会议的论文集中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