琶。

７９１６５２

东南人学博士学位论文

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研究

国家“八六三”计划ＭＥＭＳ重大专项
“ＭＥＭＳ设计加工与封装建模、模拟与ＩＰ库”（２００３ＡＡ４０４０１０）

资助课题

研究生姓名：

盗高斌

导师姓名：

黄废室夔援

学科专业名称：

徽皇王堂与固体垒壬堂

中围

南京

东南大学ＭＥＭ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４年１０爿

摘要

多晶硅被广泛地应用于微电子机械系统雌Ｍｓ讦口集成电路系统（１ｃｓ）中。许多微机械器件、Ｉｃ
电路和大功率晶体管的运ｊ衍口可靠性，都依赖于多晶硅薄膜的热传导。薄膜热导率强烈依赖于多种
参数，包括膜厚、膜及底材的温度、薄膜的沉积温度和方法等，制作薄膜的工艺流程、淀积方式以
及薄膜的几何尺寸等，均会影响薄膜热导率的大小，其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是很难准确估计的。
目前一些ＭＥＭＳ器件在实际制作时，产品的—致性往往无法保障。同样的上艺，在不同生产
环境薄膜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热学参数，如热扩散系数、热导率、热容、电阻温度系数等，如果以
上热学参数己知的话，则传感器、执行器部分的一些静态或瞬态热电响应，就可以由己测得的热电

参数估计出来。所以，在线监测薄膜结构的热学参数对于ＭＢＭｓ别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在
线监测本身的意更Ｅ来说，应有—个所谓的“测试单元”，其结构要能反映出热学性能的变化，在经
历与＾伍Ｍｓ器件同样的工艺后，获得与器件本身同样的热电性能；从而可以不需要测量ＭＥＭＳ器
件本身，直接测“测试单元”即可。
迄今发展的稳态和瞬态法ｉ其｝试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方法，在测试条件方面，需要真空测试设备
和其它专门的测量仪器。在建立热学模型时，需要忽略对流散热和向衬底传热散热的影响，有的测

试方法在建立热学模型时还需要忽略辐射散热的影响。这些批嗡嗡构及其钡牺枋法是不能用于表面
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在衡曲ｉ亍器、微传感器等ＭＥＭｓ器件中。多晶硅薄膜电阻温
度效应决定着能否有效分析这些器件的热电性能。对薄膜材料热学参数如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热
扩散系数等的测量中，电加热及热敏电阻澳§盛法被广泛应用，但温度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因而如何
根据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效应来获取对应阻值的温度，就寅接影响到对这些参数的提取。以往提取
电阻温度系数的方法是把测试结构置放在硅油或真空环境中，通过在不同温度Ｆ测出对应的电阻值，

ｉ茁ｊ蛾性拟合分析来确定电阻温度系数，显然这些澳４温方法也不适用于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
中对电阻温度系数的需求。
本文对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进行了研究，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热导率测试结构和测试
方法，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对流散热、辐射散热，以及薄膜向衬底传热的影响。前一种测试结构是通
过不同尺寸悬臂梁等效散热热路的相互抵消来解决其他未知参数如空气自然对流系数、辐射发射率、
以及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率等；后一种测试结构是通过间接测量的办法来
得到这个未知的等效散热系数，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散热的边缘效应问题，都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进
行测试，从而实现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的在线测试和监控器件制造工艺。在热导翠测试时，是利用
直流加热和热敏电阻测温法．为此，本文设计分析了—种在线提取多晶硅电阻非线性温度系数的瞬

态方法，通过分析多晶硅梁的静态电压一电流特ｌ生及其瞬态冷却特性，来提取得到多晶硅电阻的线

性温度系数项和二次温度系数项。文中利用挪软件模拟验证了测试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私模型建
立的正确性，并在自然环境下，实验测得多晶硅电阻非线性温度系数和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本文对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种通过分析两个嫩不同但宽
腰与厚度相同的双端固支梁的瞬态冷却特性来提取热扩散系数的方法，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对流散热、
辐射散热以及薄膜向衬底传热的影响。Ａｍｙｓ软件模拟分析和实验表明，该方法简单可靠，能够实
现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
本文设计的测试结构可随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工艺加工制作，无需附加＿＿【＝艺。“测试单元”在
经历与ＭＥＭＳ器件同样的工艺后，具有与表面微机械器件本身同样的热电性能。Ａｎｓｙｓ软件模拟分
析和实验表明，本文设计的测试结构及其澳０试方法能用于薄膜热学参数的在线测试，监控器件伟嶂盘
工岂，并能用于实际工艺线。
关键词：多晶硅薄膜，表面加工技术，电阻温度系数，热导率，热扩散系数，在线测试，，ＭＥ＾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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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ＭＥＭＳ发展概况
近儿十年来，微电子科学发展非常迅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ＶＬＳＩ），特大规模集成电路（ＵＬＳＩ）

等相继问世，集成度几乎每年翻一番。随着集成度的提高，其加工尺寸越来越小，已进入弧微米级
时期。微电子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微机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微膜、微梁、微齿轮、微凸轮、微弹簧、
微沟道、微喷嘴、微锥体、微轴承、微连杆等微型构件相继面世，微机械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相结台，
就形成了一代全新的微机电系统（Ｍｉｃｒ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ＭＥＭＳ）ｔ］ｌｏ…般说来，微
电子机械系统是微电子技术的拓宽和延伸，它将微电子技术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相互融合，实现了

微电子与机械融为一体的系统。从广义上讲，］ＶＩＥＭＳ是指集微型传感器、微型执行器、信号处理和
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信系统以及电源于一体的微机电系统¨Ｊ。ＩＶｆＥＭＳ技术是一种典型的多学科
交叉的前沿性研究领域。微机电系统的目的在于通过微型化、集成化来探索具有新原理、新功能的
元件和系统，开辟一个新技术领域，形成批量化产业。它们可以完成大尺寸机电系统所不能完成的
任务Ｄ１。
ＭＥＭＳ技术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硅半导体技术。六十年代半导体硅的工艺技术有，很
大的发展，这段时间出现的用硅平面－亡艺技术制作的硅压力传感器，可以认为是最早的ＭＥＭＳ器件，
其后也出现了利用硅的其他效应制作的各种传感器。七十、八十年代半导体技术朝着微电子集成方
向迅猛发展，借助于微电子集成技术的发展，ＭＥＭＳ有了很大的进步，各种传感器技术有了很大的
发展，同时出现了集成传感器，这可以认为是真正的（带系统的）ＭＥＭＳ器件。１９８７年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研制成转子直径在６０～１２０ｕｍ的硅静电马达”ｊ，被认为是ＭＥＭＳ发展
的义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也发展起一些与硅平面技术有很大差异的专门用于ＭＥＭＳ制作的立体
（三维）加工技术，例如体硅腐蚀加工技术、牺牲层技术、高深宽比耻Ｅ技术、键台技术【ｊ１以及ＬＩＧＡＩ“
技术等等。在利片ｉ光刻、ＣＶＤ、外延等平面硅技术的基础上，再加上上述立体加工技术，基本上形
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ＭＥＭＳ工艺技术体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
相当复杂的ＭＥＭＳ器件，也就是说微机械已发展进入了系统级集成的水平。
ＭＥＭＳ作为－－Ｉ＇１多学科交叉的新兴技术，它的出现与发展，可以说是半导体技术的又一次人飞
跃，也是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一次大变革，它的重要性不距于品体管与集成电路的发明与虑用，
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的科学技术、产业、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ＭＥＭＳ井不是传统机械电子系统的直接微型化，在制造工艺、ｆ：作原理和材料性质等方面远远
超出传统机械电子的范围，它是微屯子技术和许多别的学科的交叉，对它的研究与发展将会产生一
系列新学科、新技术与新理论，这在科学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ＭＥＭＳ技术涉及元器件及系统的设
计、集成、制造、控制、测试、封装、连接等技术，以及电子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
机械学、控制学等诸多学科，因此，ＭＥＭＳ技术的发展必将人大带动这些学科与技术的发展。
作为一种面向新世纪的高新技术，它的应用将涉及航空航天、军事、生物医学工科、通信及家
Ｉ｝｛ｊ电子等领域，在航空航天方面，可以制成微型高精度惯性测量系统、微小型卫星系统、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等等；在国防与军事方面，可以制成微型灵巧武器及用于侦察、干扰与通信的微型遥控装
置与制导装置等等；在生物医学方面，有各种微型的可深入人体内部及器官中的探测及治疗器械、
可随身携带的微犁诊断与化验仪器、可对ＤＮＡ进行分析与测定的生物芯片等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方面．可以制造用数字微镜器件制作的高清晰度大屏幕彩色投影电视、高保真的微麦克风与音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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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视电话等等Ｈ Ｊ。由于ＭＥＭＳ重要的应用前景，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ＭＥＭＳ的研究在世界
范围内受到高度的重视ｐＪ，ＤＡＲＰＡ（Ｄｅｆａ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ｇｅｎｃｙ）、ＮＥＸ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和日本的微机械中心等机构均对ＭＥＭＳ的研究提供了
大量资助ｐＩ。据Ｉｎ．ｓａｒａ公司报道，世界ＭＥＭＳ市场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间将从３０亿美元提升到１２０
亿美元｜Ｉ…，可以认为，ＭＥＭＳ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一样，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引发一
场产业革命。
目前，ＭＥＭＳ作为ＳＯＣ（芯片系统）的重要分支，主要发展趋势是与ＩＣ（集成电路）技术兼
容，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经成熟、固定的微电子设计技术、上艺技术和测试技术。众所周知，微电
子电路的在线监测技术对于保证产品的均匀一致性、重复性、可靠性等起了关键的作Ｈ１，具体来说，
是以相同设计指标的陪片或陪管随同芯片经历同样的１二艺步骤，然后利用方便快捷的测试方法测出
陪片或陪管的电学性能参数，如方块电阻等，以便在线监测工艺，并可及时调整＿［艺和采取补救措
施。可以看出，在线监测工艺对于提高产品一致性、降低生产成本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下面先
简单介绍表面微机械加工技术，然后再进一步讨论表露加工器件参数的在线测试。

Ｉ．２表面微机械加工技术
微型机械一般用硅、金属薄膜、高分子聚合物、陶瓷等材料制作。其制造工艺类似于半导体加
工工艺．包括光刻、刻蚀、淀积、外延生长、扩散、离子注入、测试、监控及封装等。ＭＥＭＳ制作
技术常被称为之微米一纳米技术，Ｍ吲订ｓ涉及的一般是由毫米到微米尺寸（１０１～１０１ｍｍ量级）的
加工。ＭＥＭＳ技术包括硅微加１＝技术．ＬＩＧＡ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和集成组装技术等方面。硅微
机械加ｊ二技术起源于微电子制作技术（集成电路工艺技术），现在也是以微电子一［艺技术作为其基础
与主体，后来又发展出来硅微加工技术与表面微加工技术。
由于本论文设计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是针对硅微机械表面加工技术制作的多晶
硅薄膜，Ｆ面侧重介绍硅微机械表面加工技术。
表面微机械加上技术是硅微机械加工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硅衬底的表面上进行微

加Ｔ制作，形成各种表面微结构‘１２ｌ【１３ｌ【１４Ⅲ１㈣【１７１。
１＿２．１表面微机械技术的特点
表面微机械技术是由硅的平面工艺发展而来的，两者虽有共同的地方，但差别也非常明显：
·表面微机械技术制作的结构其纵向尺寸一般都在几微米，这比用平面工艺制作的微电子器件
与电路的纵向尺寸要大几倍。但表面微机械结构的横向尺寸仍然比纵向尺寸要大很多倍，因此可以
认为它是一个准平面（准二维）器件。
·表面微机械结构一般是由多层薄膜组合而成，这些薄膜一般是多晶硅薄膜、氧化硅膜、氮化
硅膜等介质膜以及铝、金等金属膜。
·表面微机械加工一般都运用“牺牲层”技术来制作悬空的梁、膜或真空腔。
·表面微机械结构的形成，一般不需要双面光刻对准工艺，这样既省去了昂贵的般面光刻设备，
义简化了制作工艺过程。
·表面微机械技术由于避免了纵向的体硅深加工，因此它与集成电路．Ｔ＝艺有更好的兼容性，有
利于结构型器件与控制电路和信号处理电路的集成。

１．２．２牺牲层技术
牺牲层技术是制作表面微机械结构的关键与核心技术，所谓牺牲层技术就是利用不同材料在同
一种腐蚀液（或腐蚀气）中腐蚀速率的巨大差异，选择性地腐蚀去掉结构层薄膜下面的一层材料（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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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层材料），从而形成空腔或各种需要的悬空结构。图１１是牺牲层工艺制作过程示意图ｆ”Ｉ。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Ｉ Ｉａｙｅ ｒ
¨
．．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 ｒｅ ｌａｙｅ

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ｍ ｌａｙｅ 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悬空的薄膜

ＳａｃｒｉｆＩ

（ｂ）悬空的梁

图１．１牺牲层技术
在单晶或绝缘层的硅衬底上生艮或淀积一层牺牲层材料，通过光刻将牺牲层材料加Ｔ成所需形
状，再淀积结构层薄膜，并将结构层薄膜光刻成所需形状，最后从结构层下面将牺牲层选择性地腐
蚀掉（这一步腐蚀牺牲层工艺一般称之为释放）。留下的结构层与衬底表面分开，形成了表面距离等
＝】二牺牲层厚度的悬空的膜或梁结构。牺牲层技术的关键在于牺牲层材料及腐蚀液，要使该腐蚀液对
牺牲层腐蚀得很快而对牺牲层上、下方的结构膜材料腐蚀得很慢，两者腐蚀速率之比越大，结构膜
层受影响就越小，实现的结构就精确与理想。

１．２．３薄膜应力控制技术
表面微机械结构主要是由各种薄膜组成的，这些薄膜的性质尤其是薄膜的应力对表面微结构有
着极人的影响。薄膜存在的应力往往是表面微机械结构制作失败的原因，即便结构制作出来，也还
会因为存在的应力使微结构无法有效地动作和运转。因此薄膜应力的控制是表面微机械技术一个很
重要的课题。
·多晶硅薄膜的应力控制。多晶硅薄膜的应力人小与淀积温度有很人关系，淀积温度越低应力
越小，若在略低于６０００Ｃ淀积多晶硅，能得到席力很低的薄膜。ＬＰＣＶＤ多品硅薄膜…般具有压应力；
多品硅薄膜淀积的速度对薄膜的应力影响不大，但对膜表面颗粒度有影响：磷掺杂对改善应力的均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匀性有好处，掺杂浓度越高，均匀性越好。但掺磷会使压应力有所增大，因此应适度；在高温＿卜
（＞１００００Ｃ）退火，可以明显减小多晶硅膜的残余戍力并改善应力的均匀性。而在１００００（２以下退火
效果不明显。
·氮化硅膜的应力控制。常规ＬＰＣＶＤ Ｓｉ３Ｎ４膜一般张应力很人（～１０９ｐａ），以及当膜厚＞２００ｒｉｍ
时很容易出现裂纹，并且膜抗ＨＦ腐蚀性也比较差。
当氮化硅膜（Ｓｉ３Ｎ４）中硅的含量较高，形成折射率大于２．３的富硅氮化硅膜（ｓｉ州ｘ），可使薄
膜的应力降低一个数量级。富硅氮化硅可通过ＬＰＣＶＤ淀积时改变反应气体流量比及反应室压力的
方法制各。对氰化硅膜进行退火处理，不会明显减小膜的压力。
·复合膜技术。将具有不同热膨胀性能的材料组成多层复合膜，可以大大降低整体薄膜的应力。
例如用具有张应力的ＬＰＣＶＤ氮化硅膜和具有压应力的多晶硅膜组成多层复合膜，并适当调整各层
厚度，可得到应力很低的复合膜层。通常较多层数的复合膜比较少层数的复合膜在应力和性能方面
要好些。
·纹膜技术。膜在厚度与其它尺寸相比非常小的情况下，由于其结构的弯曲应力与薄膜应力（即
中面应力）相比微乎其微，因此薄膜的初始应力就对膜的机械性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
用一个有皱褶的粱结构来降低薄膜应力，以减小薄膜初始应力对结构机械灵敏度的影响，这就是纹
膜技术产生的原冈ＩＪ…。

１．２．４防粘连技术
粘连现象是导致表面微结构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粘连是指在腐蚀牺牲层释放表面微结构
时应该悬空的粱、膜或者可动部件与牺牲层下面的衬底层发生牢固的直接接触，从而影响了微结构
的正常工作与功能。
由于表面微结构纵向尺寸小（不超过几微米）、横向尺寸大（几自微米甚至毫米），使垂直方向
刚性较小，再加上结构与衬底间距很小（１￣２“ｍ），因此很容易发生粘连。粘连现象大多数发生在腐
蚀牺牲层释放结构的时候，也有很小部分已释放成功的微结构在潮湿的环境中再次发生粘连。
粘连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微结构表面之间的吸引力不能被材料的剐性恢复力所平衡。当两个固体
表面接近产生吸引作用的力有液体表面张力、静电力、范德瓦尔斯力以及重力等。在表面微结构中
引起粘连的最主要的力是表面张力，其次是静电力。因此要防止粘连首先要克服表面张力的作用同
时要防止静电力。
防ＩＰ粘连的主要途径是设计制作一些防粘连的特殊结构、改进释放方法以及对释放后的微结构
进行表面处理等。
·防粘连侧墙的特殊结构。防粘连特殊结构一般做在被释放部件上，由于它的存在使粘连的可
能性减小，例如支撑点结构就能起到这种作用。所谓支撑点就是在淀积结构层多晶硅之前，在牺牲
层上腐蚀出一些坑，这样在多晶硅层上形成一个个小突起即支撑点。在释放时若微结构与衬底发生
接触时，这些支撑点大大减少了接触面积，从而减小了粘连力，有效地防止了粘连的发生。此外，
还可以片ｊ侧墙等特殊结构来防止粘连。由于这些特殊的结构都经过仔细设计，而且它们都比较小，
因此虽然附在被释放部件上，但它们并不影响这些部件的动作与功能。
·改进的释放方法。以下这几种改进的释放方法可以有效的防止释放时的粘连：
降低清洗液的表面张力。通过选择低表面张力的清洗液以调整接触角来达到降低粘连的目的。
防ＬＥ释放后干燥过程中出现液体一气体相变，以消除表面张力。一种方法是二氧化碳超临界干
燥法，将清洗液在超临界状态下转变成气体。另一种方法是冷冻升华干燥法，先将清洗液与芯片一
起冷冻，再置于真空容器中升华，完成干燥过程。
高聚物支撑。用有机溶剂置换清洗液，然后将芯片浸入光刻胶丙酮混合液中，光刻胶嘲化后用
氧气等离子体除去光刻胶得到释放结构。
干法腐蚀牺牲层。不用氢氟酸溶液，而用ＨＦ气体来腐蚀牺牲层，避免产生表面张力。缺点在
于腐蚀速率很慢，而且需要特殊的腐蚀设备与原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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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防粘连处理。可通过下述方法进行表面防粘连处理：
表面粗糙化。将接触面粗糙化，使实际的接触面在粗糙化表面的尖端，从而减小接触面积。例
如抖ｊ等离子体刻蚀轰击使表面租糙化。
表面厌水处理。用ＮＨａＦ溶液处理，获得完全由氢基覆盖的厌水性表面。同时利用ＮＨ。Ｆ腐蚀
（１００）面速度快Ｔ－（１１１）面的性质，住（１００）面上形成许多金字塔形凸起，实现表面粗糙化。
表面覆盖层。防ＩＬ粘连最有效的方法是淀积表面能厌水的覆盖层。展近的研究包括有机薄膜、
等离子聚合物形成的碳氟化合物薄膜和类金刚石碳膜等。

１．２．５典型表面加工工艺流程
典型的表面加工上艺流程如图１．２所示【“

（ｂ）

图１．２典型表面加工工艺流程

１．３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参数测试的重要性
作为ＭＥＭＳ器件的构件，及时了解掌握ＭＥＭＳ领域内薄膜材料的热电参数是极其重要的。｝斫
对薄膜制造工艺、显微编织与各种性能参数之间关系的深入理解是预测、改善和充分发挥薄膜材料
的包括热学特性在内的各类性能、优化ＭＥＭＳ器件设计、扩大选材范围和提高ＭＥＭＳ器什寿命与
町靠性的关键，所以在ＭＥＭＳ领域，薄膜热学性能的研究和测试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引起
了微电子学、传热学、物理、材料等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尽管人ＷＪ对薄膜的热电行为和测试技术已
经进行了人量而广泛的研究ｌ：作，对薄膜与大块材料在热学性能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
解，但这些研究Ｔ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众多不清楚的问题有待丁Ｉ更加深入的研究。随着ＭＥＭＳ
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各种新型薄膜材料的不断涌现，必将对薄膜材料的性能与测试技术提出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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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目前一些ＭＥＭＳ器件在实际制作时，产品的一致性目前无法保障。同样的工艺，在不同生产环
境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热学参数，如热扩散系数、热导率、热容、电阻温度系数等，对于热传导部分，
如果以上热学参数已知的话，则传感器、执行器部分的一些静态或瞬态热电响应，就可以由已测得
的热电参数估计出来。所以，在线监测薄膜结构的热学参数对于ＭＥＭＳ器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用非在线监测的测试手段获得的微机械材料的热学特性存在很多问题：数据是在各自不同的工艺
条件、试样尺寸和测试仪器下获得的，缺乏通用性和权威性：另外已获得的数据从品种、项目上都
很／１；竞全，远远不能满足应用需要；而最主要的就是随着ＭＥＭＳ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新工艺层出
不穷，非在线监测的测试方法缺乏一种快速响应机制来收集、确认新数据。
从在线监测本身的意义上来说，应有一个所谓的“测试单元”，其结构耍能反映出热学性能的变
化，在经历与ＭＥＭＳ器件同样的工艺后，获得与器件本身同样的热电性能；不需要测量ＭＥＭＳ器
件本身，直接测“测试单元”即可“…。从以上所说在线监测的形式上看，如何设计监测单元的结构，
使它一方面便—ｒ测量，另一方面结构简单，存在较详细的数值解析解。这样可以保证测试方便快捷，
测试结果精确。
尤其重要的是，构成这类ＭＥＭＳ器件核心部分的梁（或桥）的热电学参数与工艺条件密切相关。
薄膜热电参数强烈依赖于几种参数，包括膜厚、膜及底材的温度、薄膜的沉积温度和方法等。薄膜
淀积时，往往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缺陷，相对不同的淀积方法，缺陷的密度和微结构不一样。这些在
不同测量和膜沉积方法下得到的测量结果彼此相差很大。因此，采用合适的测试方法及测试结构不
仅可以检测出所需的物理参数供设计者使用，同时测试结构还可用来监控工艺。对于在线监测的要
求，必须在测试环境下简单可行，重复性好，测试结构设计简单，便于数据获得和推理。

１．４本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论文主要研究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以实现多晶硅薄膜热学参数在线测
试和器件制造丁艺监控。
第二章详细概述了目前国内外测试薄膜热导率的各种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目前的导体薄膜或
非导体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及其测试方法大都是需要真空测试条件，需要专门的测试装置，在测试
和建立热学模型时不需考虑对流散热和向衬底传热散热的影响，有的测试方法在建立热学模型还需
要忽略辐射散热的影响。在测试结构的制造工艺方面，目前的各种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基本上使用
ＣＭＯＳ Ｔ艺或ＣＭＯＳ ＭＥＭＳ制造技术需要后处理体硅腐蚀，且是多层复合膜结构。

第三章设计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前一种测试结构是通
过不同尺寸悬臂梁等效散热热路的相互抵消来解决其他未知参数如空气自然对流系数、辐射发射率、
以及宅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率等；后一种测试结构是通过间接测最的办法来
得到这个未知的等效散热系数，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散热的边缘效应问题，都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进
行测试。本章还通过ＡＮＳＹＳＴＭ模拟验证了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模型建立的正确性。模拟分析表明
本文设计的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能实现表亟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
第四章给出了在线提取多晶硅电阻非线性温度系数的拟合分析方法，并对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
数的在线测试进行了分析研究。文中提山了一种通过分析两个长度不同但宽度与厚度相同的双端同
支粱的瞬态冷却特性来提取热扩散系数的方法。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对流、辐射和向衬底传热的影响，
测试简单可靠．能实现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
第五章是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在自然环境Ｆ实验测得了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热扩散系数和多
晶硅电阻非线性温度系数。第六章是误差分析，简单分析了辐射散热线性化处理的模型误差和工艺
造成的结构误差对热导率测试的影响。
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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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尺度越来越小，器件中的热学特性将严重偏离传统传热学理论所描
述的规率，即微尺度区域内的热流行为体现出强烈的尺寸效应，而那些广泛应用于连续介质体系中
的物理量，如热导率、比热容、热扩散率等，在微尺度水平上均需重新认识和定义Ｉ“。
目前，薄膜材料已广泛应用于信息、微电子、航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薄膜尤其是超薄薄膜‘在
微机械和微电子器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设计、制造ＭＥＭＳ器件如微机械传感器和微执行器等器
件时，薄膜是很重要的构件。这些器件大多利用薄膜材料的电热特性，因而薄膜材料热导率对这些
器件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器件如在ＣＭＯＳ技术中的红外传感器口Ｊ，其性能就直接依赖于多晶
硅薄膜的热导率；当传感器应用在极度温度条件Ｆ时，还需要知道薄膜材料在较大温度范围内热导
率的精确值，因此，准确的对微／纳米薄膜传热进行定量分析对器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所测得的薄膜热导率值差别很大，大量的报导证实薄膜材料的热物性和其体材料相比有很
大的差别，不少理论和实验研究都说明薄膜材料的热导率比其体材值要小１个数量级ｐ１１４］１”，这是因
为薄膜的一些独特性质，其传热机制与体材的传热机制有很大的不同。Ｍａｊｕｍｄａｒ（１９９３）发展，一
个基ｙ－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理论的声子辐射输运方程，以分析单个薄膜中的导热。其研究表明，在微尺度区
域内，晶格振动或声子的热传导表现为辐射传热的形式。制作薄膜的工艺流程、淀积方式、膜一底
材温度以及薄膜的几何尺寸等，均会影响薄膜热导率的大小，其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是很难准确估
计的。
目前，对薄膜导热性能测试方法的研究非常活跃，并有大量报导，其中包括：以ｓｊ０２为代表的
氧化物薄膜ｆ６】、以ＳｉＮ，为代表的氮化物薄膜【７Ｊ、金刚石薄膜１８１、单晶硅／多晶硅薄膜Ⅲ”１、聚合物薄
膜…Ｊ、超晶格薄膜【Ｉ“、金属及陶瓷薄膜【ｌ”等。为了发展性能更好、可靠性更高的微电子器件．科研
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力争发展新的『［艺过程和使用新型的材料。在此过程中的热物性测试技术必
然耍成为技术的关键和有利的工具。目前，已发展了多种薄膜热导率测试技术：稳态法１１４ ＪＩ”】、３ ｕ
方法ｌｌ“【ｌ”、瞬态反射测量法【ｌｑ【ｌ…、扫描热显微镜技术、光热偏转法、红外成像技术及全息干涉法等
㈣Ｉ。在测量中获得热流的方式有两种：激光加热１２“和电加热Ｂ“。温度测量可通过热电偶、热敏电阻
或光反射等方法来获得。
本章根据测量方向不同，把薄膜热导率测量技术按纵向薄膜热导率和横向薄膜热导率进行分类。
Ｆ面以电加热获得热流为重点，分别介绍以Ｓｉ０２薄膜为代表的绝缘薄膜和以多晶硅薄膜为代表的导
体薄膜热导率的测试技术，在横向薄膜热导率测鼍中，重点介绍稳态测试方法。在每一类测试技术
中按典型测试结构、测量方法、制作工艺以及热导率模型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

２．１薄膜纵向热导率测试技术
Ｓｉ０２和ｓ蚋。薄膜作为优良的绝缘材料，被广泛的应用于半导体器件中的表面钝化、氧化和扩散
保护，ＤＲＡＭ，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ＭＩＳＦＥＴ）的门绝缘层，光学覆盖膜及红外探测器等器件中。另
外，ＳｉＮ，薄膜具有良好的硬度和弹性，还被用于微电子器件和微机械传感器中作为支撑结构、运动
部件。随着器件向集成化、小型化方向发展，这些薄膜的热物性显得越来越重要．其传热特性决定
着微电子器件】。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研究ｓｉ０２和ＳｉＮｘ绝缘薄膜的热学特性对发展多种微电了
器件具有重要的意义。薄膜热导率和其体材料热学特性如热导率等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料表明ｓｉＯ，
薄膜的热导率只是其体样品材料的１／３１２３］，目前，用于Ｓｉ０２和ＳｉＮｘ薄膜热导率测量技术已发展成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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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稳态法、３ｕ方法、瞬态反射法及扫描热显微技术在内的多种方法。
在薄膜纵向热导率测试方法中，我们重点介绍对Ｓｉ０２薄膜热导率测量的儿种方法。由丁Ｓｉ０２
薄膜是绝缘薄膜，相应的，对其它绝缘薄膜热导率的测量都可以参照这些方法。

２．１．１稳态薄膜纵向热导率测试方法
稳态法测试技术是在试样达到热稳定后，通过测量流过试样的热量、温度梯度等来确定试样材
料的热导率，常利用一维傅里叶传热方程求解热导率的稳态方法。这种测量薄膜热导率方法，要求
薄膜厚度在微米量级。
最常见的稳态法测试结构如图２．１（ａ）、Ｃｏ）所示口…。图２．１（ｃ）、（ｄ）是用于集成电路中Ｓｉ０２薄膜热
导率测试结构及其热流模型示意图１２５ｊ。其测试原理是，当有一加热电流矗通过上电极板时，上电极
板产生的热量通过介质层到达下电极板和硅衬底。由于热流的作用，在上、下电极板之间产生温度
筹，温度变化时电极电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电极电阻通过四探针法来测量，温度和电阻间的相互
关系采用了Ｆ面的假选，即：①忽略自加热：②在预定的不同温度条件下测量电阻值，这样便很
容易得到温度和电阻间的相互关系。假定热传递过程是一维的，则介质层的热阻是：

耻鼎

（２．１）

式中：乃、％分别是上Ｆ电极板上的温度，打是加热电流，％是引线和上电极板间的电压降。
冈此，介质层的热导率可以通过Ｆ式来计算：
Ｑ。２’

ｋ矿面石；币
式中：Ｄ是介质层的厚度；三是电极引线间的距离；∥是电极的宽度。

为了增加热导率测量的精度，各层的厚度参数需要是通过ＳＥＭ（扫描电镜）米测量。这种测试
结构的测量装置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测量装置：包含测试结构的ｌｃ芯片被放置在ＤＩＰ（双列直插
式组件）中，同时需要附加的连接导线、温度传感器、热｝盘、钢基座、热隔离罩等。

（ａ）剖祝｜皇｜

（ｂ）金属桥顶视图

（ｃ）测试时的热流路径：ｘ－ｚ平面

图２．１

（ｄ）测试时的热流路径：ｙ－ｚ平向

Ｓｉ０２薄膜纵向热导率典型稳态测试结构示意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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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测最中，由于上电极板上产生的热量并不是完全由上电极板通过介质层到达下电极板的，
这是冈为在电极的末端和边缘存在寄生的热路，而且热量也可以扩散到硅衬底。冈此这种测试结构

的测量混差较大。为了尽量减小误差，可以通过增加电极板宽度的方法，当电极板的宽度是２０岬
时，误若减小刽２２％；当电极板的宽度是ｌＯ《）１．ｔｍ时，误差减小到４‘３％；当电极板的宽度是４００Ｈｍ
时，误差减小到１．Ｏ％。
·Ｂｒｏｔｚｅｎ

ＥＲ．等人在１９９２年提山了另一种稳态Ｓｉ０２薄膜纵向热导率的测试结构”…，如图２．２

所示。该测试方法主要特点是考虑了：
（１）金属电阻随温度的变化；
（２）衬底随温度的变化；
（３）界面热阻对薄膜热导率的影响；
（４）在分析衬底温度分布时，使用了＿二维传热模型。

（ａ）样品剖面图

（ｂ）样品项视图

图２．２测试样品图形
其热导率模型是忙６１：

七。：—卫１ｐｏ毒ｄ（２－３）
”ｐＴ，一Ｓ ４ｗ２ｈ

式中：Ｑ熊电生成热，ｆ＝５．０２８ｘ１０。３。Ｃ＿１是电阻温度系数，Ｐｏ是加热条的初始电阻率，ｄ是Ｓｉ０２
薄膜的厚度，ｗ是加热条的宽度，ｈ是加热条的厚度。
本箝给山了三种典型薄膜纵向热导率测试结构，这些测试方法及其热学模型，也可以推广到对
其它绝缘薄膜纵向热导率的测量。
２．１，２

３（Ｉ）薄膜热导率测试方法

１９８９年Ｃａｈｉｌｌ Ｄ．Ｇ提出一种交流薄膜热导率测量方法，即３ ｕ方法““。该方法最早用于测量各
向同性低热导率绝缘体材料的热导率测量，后来这种方法被成功的应用于淀积在良热导率衬底上的
薄膜的测量口ｗ。３ ｕ方法也是测量ｓｉ０２薄膜纵向热导率的方法之一，其优点是不但能有效降低黑体
辐射引起的误差，而且测量时间短，适用温度范同宽，可在室温或更高的温度Ｆ进行测量。大连理
』二大学张立伟等人用该方法实现了对Ｓｉ０２薄膜热导率的测量“…。
３

ｕ方法的测试结构如图２．３所示。其测试结构特点是：在良热导体衬底（如ｓｉ）上生ｋ一层厚度

为ｄ的绝缘待测薄膜（如Ｓｉ０２薄膜），薄膜上面制成如图２．３所示形状的金属桥，其宽度为ｂ且满足
ｂ＞＞ｄ，长度为，。金属桥同时作加热源和测温装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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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ｌ ｂ ｒｉｄｇｅ

隧·：－‘‘。。。。。

．．：＿．＿：：：：：：：：：：：：

Ｉ誊！ｉ慧萎；ｓｕｂｅｔｒａｔｅ蠹篱蠹ｉ嚣
．．：“：－：∞：：：。ｗ…一
（ａ）剖视图

（ｂ）加热金属条及其压焊块典型布局顶视图

图２．３

３”方法测试结构图

在Ｉ＋、Ｉ－两电极上通一频率为ｕ正弦交流电Ｉ＝ｌｏＣｏｓ。ｔ时，会产生频率为２。的热量，导致样
片温度上升。由丁金属条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所以在量热器两端（Ｖ＋＇Ｖ一）产生一个包括ｕ
和３ｕ成分的电压降，可用锁相放大器将３。电压降提取出来，得到量热器上的平均温度变化：

ＡＴ：丝（２－４）
ｄＶ

式中：口＝去等是金属条的电阻温度系数，Ｒ是金属条的平均电阻，矿加热条两端总电压的有效
值，巧。为测得的３ ｕ电压的有效值。
在图２．３的３。测试方法中，当薄膜厚度ｄ远小于加热金属条的宽度ｂ时，热流在其垂直方向上
可视为一维热传导。硅衬底与薄膜接触面上的温度变化△疋可由下式计算出【３０１：

母去如者妒扣训

（２．５）

式中≈。、Ｃｓ分别为硅衬底体材料热导率和热容；Ｐ为加热器功率；叩是与材料有关的常数，对于
Ｓｉ片为１．０５。
由于Ｓｉ０２薄膜热导率远小于硅衬底的热导率，可视为简单的热阻，其上传输的热流仅向硅衬底

热响麻△Ｂ增加一个与频率无关的温升△０例：

△丁，：旦（２－６）
由式（２－４）、（２－５）和（２－６）即可得出Ｓｉ０２薄膜的纵向热导率Ｅ。
作为交流测量技术的３∞方法是测量纵向热导率有效的方法之一，当被测膜厚小于ｌＯｐ．ｍ时，３

ｕ方法测量膜厚是很有用的方法，即使厚度为ｌＯＯＪｌ数量级薄膜的热导率也能用这种方法来测量。
值得提出的是，该方法中要求待测绝缘薄膜的热导率远远小于硅衬底的热导率。

２．１．３薄膜热导率瞬态发射测量法
在薄膜纵向热导率测试方法中，还有一种利用ＮＤ：ＹＡＧ激光脉冲垂直加热的瞬态反射测量法Ｉ”ｌ。

墨三要苎堕垫量垩型蔓垫查
图２，４是薄膜纵向热导率的瞬态热反射测量法，图２．４（ａ）是测试结构，图２．４（ｂ）表示瞬态表面
濡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ｅｍｌｏ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廿ｅｃ鲁ｖｃｕｗｅｆＯｒ
ｌｈｉｎ

ｎ帅０ｎ蚓ｉｃｏｎ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ｉ

ｎｔ

ｃｕｒｖｅ

氧、／±２０％ｃ㈣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６ｎｓ ｈｅａｔ ｐｕｌｓｅ
７

川ｌ吲＿垂叫ｌ 啦刑引ｌ吲｛

０

ｄ剖～曾ｅｄ ａｆ仁０
５

１０

１５

Ｔｉｍｅ．ｐｓ

（ａ）测试结构

（ｂ）瞬态表面温度随时问变化曲线

图２，４薄膜纵向热导率的瞬态热反射测试方法
测量时，将待测薄膜置于一层具有高热导率的厚膜（通常采用金或铝）及基底之间。用ｔ＝６ｎｓ、
Ｅ＝５０ｍＪ的激光脉冲在金属表面产生一个瞬态垂直热流，表面时间衰减由光反射率来确定。温度随
时问的演化通过对一维热传导进行积分来获得，从而可表示为一个简单的类似于低通滤波器的关系：

Ｔ（Ｏ＝瓦＋ＡＴ·ｅｘｐ（一ｔＧ／ｈＣ）

（２－７）

式中：瓦为样品被加热前的温度，ＡＴ为样品被加热后的温升，Ｇ（－１／Ｒ）为单位面积上的热导，ｈ
为金属层的厚度，Ｃ为金属层的体比热容。由温度衰减周期可以得到温度的衰减时间常数（＾Ｃ／Ｇ），
从而可以求出单位面积的热导Ｇ，便可得Ｓｉ０２层的热导率。
该测试方法克服了由于导线散热造成的误差，不必准确测出温度值，只需测出温度相对时间的
变化即衰减周期，发射率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无需校正。

２．２薄膜横向热导率测试技术
多晶硅薄膜被广‘泛的应用于微机械系统（ＭＥＭＳ）和集成电路系统（Ｉｃｓ）中。许多微装置（比如：微
尺度量热器，压力传感器、气体流量计、阀门热执行器等）、ｌｃ电路和大功率晶体管的执行和可靠性，
都依赖于多晶硅薄膜的热传导。要设计并制作出高效器件必须考虑多晶硅层的热导率。
材料表明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只有其体材料热导率的２０％Ｉ”Ｊ。因而体材料的热导率是不能直接
用来表征薄膜材料的热导率，同时体材料热导率的测试方法也往往不适用于对薄膜材料热导率的测
茸。在对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量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许多有效的测试方法：悬臂梁结构稳态
测试法Ｉ”】，双端固支粱结构稳态测试法…，微桥式结构稳态测试法【”１，膜式结构稳态测试法ｐ“，非
接触光学测试方法１３”，以及其它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等。单晶硅薄膜的热导率也甲＾已经被广泛的研

究㈨。
在薄膜横向热导率测量中，我们重点介绍具有代表性的导体薄膜一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鼍。
并从结构特点、上艺、测试方法、模型等方面进行系统的介绍，由此得出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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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梁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典型的悬臂梁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如图２．５所示川‘４“。在图２．５（ａ）和（ｂ）的洲试结构中．
是使用单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的；在图２．５（ｃ）和（ｄ）的测试结构中，是使用多热阻来测量温度的。这
种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是利用ＣＭＯＳ工艺制作的，需要后处理微机械体硅腐蚀形成测试结构，
该方法属稳态电阻加热法。
本节重点介绍图２．５（ａ）、（ｂ）中结构的测试基本原理及热导率模型。

（ａ）单热阻测温的悬臂梁测试结构

（”改进的悬臂粱测试结构

（ｃ）多热阻测温的悬臂粱测试结构

（ｄ）结构芯片

图２．５

ＣＭＯＳ ＭＥＭＳ工艺悬臂梁测试结构的几种典型结构

图２．５（ａ）中的测试结构具有以下特点：铝金属层覆盖了整个加热器、测量条及多晶硅薄膜的边
缘，增加了热量流向多晶硅薄膜，减少了加热条上的辐射散热量；钝化层是防止金属层和加热条及
测量条之间的短路；多晶硅薄膜位于未腐蚀的场氧区域，被ＣＶＤ氧化物及钝化层覆盖；未腐蚀的粱
具有很好的热绝缘性能；为了减小热传导散热，加热器、测量条的导线做成很长的Ｕ形结构，这样
金属连接的热传导和多晶硅薄膜的热传导相比是很小的。这种设计结构使得热传导率可以通过一个
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计算：由于测量是在真空环境中，对流换热可以忽略不计：在该测试方法中，对
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处理。
图２．６是测试结构的剖视图、侧视图及其热平衡流量图。在测试结构中，有热平衡公式：

Ｎ＝Ｇ，（五一瓦）＋Ｇ。（五一％）＋Ｇ＾（正一瓦）

（２—８）

式中：正表示结构顶端铝覆盖层的温度，Ｇ，表示顶端的辐射散热，Ｇ。表示加热条及其引线的散热
Ｇ６包括了梁的辐射与对流散热。

在测试时，需要建立如下条件（五一Ｔｏ）／矗＜＜１，从而可以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化处理，即辐
射散热项可以表示为Ｇ，（Ｉ—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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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测试结构剖视图图

（ｂ）测试结构顶视图

（ｃ）

测试结构热平衡流量图

图２．６测试结构示意图及其热平衡流量图

在这种测试结构中，多品硅薄膜热导率的模型是

驴ｃ志一志，去

（２．９）

式中：Ｎ＾、ⅣＢ分别表示样品Ａ、样品Ｂ的加热功率，五４、正Ｂ分别表示样品Ａ、样品Ｂ中测龟
条的温度，Ｔｏ是环境温度，，、ｂ、ｄＰ分别表示悬臂梁中多晶硅薄膜的有效长度、宽度与厚度。
该测试结构是Ｖｏｌｋｅｉｎ Ｆ．与ＢａｌｔｓＨ．于１９９６年首次利用标准ＩＣ工艺制作的，并成功实现了对多

品硅薄膜热导率的测量””。测鼍得到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３００Ｋ时是２９矿／（州．Ｋ）。

２．２．２双端固支梁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图２．７（ａ）是典型固支梁多品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该测试结构使用热敏电阻来测揖薄膜温
度；图２．７（ｃ）、（ｄ）是典型固支梁ＳｉＣ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ｐ”，该测试结构使用热电偶来测量薄膜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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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多晶硅薄膜热导牢测试结构剖视图（测温：热敏电阻）

（ｂ）ＳｉＣ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剖视图

（ｃ）ＳｉＣ薄膜热导翠测试结构中热电偶典型分布图

图２．７典型固支粱测试结构
图２．７（ａ）中的阔支粱测试结构利用深反应离子刻蚀技术，淀积ｓｉ０２作自停止腐蚀层，金属铝桥
使用化学湿法腐蚀，幕酰亚胺层起到保护铝桥被腐蚀与支撑结构的作用。当电流通过中心铝电桥
加热器时，另一相距４００ｐｍ的铝桥作为温度测量条使用；整个膜长是１３ｒａｍ，为了避免二维传热的
影响，仅仅使用位于结构中间宽是ｌｍｍ的膜来测量；在特定的测试环境中，利用二极管温度传感器
来控制测试环境的温度，测温范围在２０Ｋ～３２０Ｋ：由于整个测试结构是置放在真空室中，可以不
考虑对流散热的影响，从而该测试结构的热传递只需考虑传导导热，可以利用一维傅里叶热传导方
程来求解多品硅薄膜的热导率，即有Ⅲｌ：

七．：型型茎生型型二茎±唑！！（２－１０）
９

４·（气。。，一瓦。～。。）

式中：瓦。，、瓦。。。，分别是加热条和测量条的温度，４为层的厚度和加热器长度的乘积；Ｑ是
加热条铝线的电生成热。
在这种测试结构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①结构层尺寸的测量特别是多晶硅薄膜厚度
的确定：②热辐射和传导导热在Ｓｉ０２层和聚酰亚胺层中的散热；③结构层导热维数的确定（在该测
试结构中利用…维热传导）。
加热器上产生的热量在流向多晶硅薄膜同时，还有其他的散热热路，如在加热器铝引线上的散
热、向周围环境的辐射散热及在其他结构层中的导热；此外，铝引线和Ｓｉ０２层、多晶硅层之间的界
面热阻也提供了额外的散热热路，所有这些因素造成的热量损失小于整个加热器热量的１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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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测幂中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辐射散热，特别当温度在宝温或更高温度时更是如此。为了尽量

减小辐射散热的影响，温度测摄条与加热条之间的距离（瓦。。一Ｚｍ…。，）必须小于加热器的加热
长度，在该测试结构中加热条的长度是２．５ｒａｍ，人于温度计和加热器之间的距离４００ｐｍ。
该测试方法还可用于对多层薄膜热导率的测量。也可用交流加热方法来测得薄膜热导率。

２．２．３微桥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图２．８是典型微桥掺杂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试结构示意图‘“Ｉ。该测试结构的工艺过科是：①
ＬＰＣＶＤ法在４英寸硅片上生长一层３ｐｍ厚的ＰＳＧ，ＰＳＧ既作为牺牲层又作为磷扩散源；②淀积一
层４０ｒｉｍ的ＬＰＣＶＤ ＳｉＮ层、光刻，氮化物作为磷扩散源，定义多晶硅桥中间的轾掺杂区。③淀积
１．５ｐｍ厚的多晶硅薄膜、光刻；④在１００００Ｃ的高温下磷扩散１小时，该步骤同时高温退火消除多
晶硅层的应力：⑤淀积金属铝、光刻：⑥最后利用适当的ＨＦ酸溶液释放结构形成测试图形。

（ａ）微桥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剖视图

（ｂ）微桥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顶视图

图２．８微桥掺杂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由于中间轻掺杂区多晶硅的电阻远远大于两端重掺杂区多晶硅的电阻值，两端的电阻基本可以
忽略不记，因此假定电生成热仅由中间轻掺杂区的多晶硅电阻产生，同时忽略对流散热与辐射散热
的影响。图２．９是微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试装置示意图。
Ｃｆｏｓ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ｍａＩ

ｃ。ｍｐ。ｕｎ６要文ｋ厂…ｌ“眸ｐｊｎ咿
’。［。ｎｆ三＝疆。一，ｊ．。ＩＰ

图２．９微桥掺杂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试装置
根据一维稳态傅里叶传热分析，该测试结构的热学模型是
，

，ｄＰ

。，。石万

（２一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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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是中间区域的消散功率．ｔ是中间区域的温度，，、ｗ、ｆ分别表示多晶硅桥的长度、宽
度与厚度。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得到ａｐ／ｄ：ｒ的值，便可以获取轻掺杂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该测试结构的制作工艺是为了测虽多晶硅薄膜热导率而专门设计的，其主要【艺步骤是需要两
步掺杂即中间待测薄膜的轻掺杂与两端薄膜的重掺杂，因此其制造Ｔ艺与其它微机械表面器仲的加
工工艺不兼容。在建立热学模型时，没考虑两端重掺杂区的传热与电生成热，测试模型也只适爿ｊ丁
真空环境。

２．２．４膜式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膜式热导率测试结构可分为圆形膜和矩形膜结构‘４”，其测试结构如图２．１０所示。在图２．１０（ａ）
圆形金刚石膜热导率测试结构中，在薄膜中间区域上制作微型加热器，作为热源，提供热流；以加
热器为圆心。制作两个半径不同的同心环形热敏电阻用于测温。最后使用体硅各向异性背面腐蚀工
艺形成测试结构，整个测试装置需置放在真空环境中进行测量。

（ａ）圆膜式热导率双环形热阻测试结构

（ｂ）矩形膜式热导率测试结构

图２．１０膜式热导率测试结构
图２．１０（ａ）圆形膜热导率模型是

％

＝

Ｑ五 坠崛

（２．１２）

盟喝

式中：Ｑ是加热器的加热功率，＿、屹分别是内、外环形测温电阻的半径，五、疋分别是内、外环
形测温屯阻测得的温度，ｄ是薄膜厚度。该测试方法类似于双端固支梁薄膜热导率测试方法。
·矩形膜热导率测试结构的制作工艺与测量方法与之类似。

２．２．５其它结构类型薄膜热导率测试方法
１．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ａｕｗ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热学范德堡结构如图２．１１所示Ｈ６Ｊ【”，核心部分是位于结构中心位置的十字型结构，四端为多晶
硅电阻，用于电加热和温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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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范德堡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ＳＥＭ照片

图２．１

１

（ｂ）测试结构的十字中心

范德堡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热学范德堡测试结构的原理类比于测量电阻的电学范德堡测试结构，只是将电势场ｍ转化为温
度场Ｔ，电流密度，。，转化为热流密度Ｊ，ｈ，电导率盯转化为热导率ｋ，电阻转化为热阻，热功率的
流入和流出类比于电流的流入和流出，电势探针被多品硅热敏电阻所代替。
热学范德堡测试结构的热传导模型如图２．１２所示。当热功率Ｐ从端口１输入从端口２流出时，
测得端口３、端ｖｌ

４之间的温度差△五４＝五一五，同理，热功事Ｐ从端口１流入从端口４流出时，

测得端口２、端口３之间的温差△五：＝瓦一瓦，则可得到热阻Ｒ。ｔｈ：，。＝垒争，Ｒ嚣∞＝垒争。

（ａ）

（ｂ）

图２．１２热学范德堡测试结构的热传导模型

根据电学范德堡测试原理及类比关系，可得热阻胄篙．３４、月冀ｍ与薄膜方块热阻曩？的关系如ｐ

ｅｘｐ（＿艘是，３４／Ｒ２）＋ｅｘｐ（一脯嚣ｔ２３／Ｒ萝）＝１

（２—１３）

薄膜方块热阻Ｒ｝可用薄膜的平均热导率≈与薄膜厚度ｒ来定义，即有
Ｒ？＝（ｋｔ）

（２—１４）

如果是多层复合薄膜结构，则薄膜方块热阻Ｒ竽是：

Ｒ兰Ⅲ枷＝（∑ｋ＾）’１

（２．１５）

ｉ

从而多层薄膜的平均热导率是：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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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刈印。

协㈤

那么，各薄膜层的热导率都可以根据式（２．１６）来提取。
通过结构设计，该测试方法可以分别测得绝缘薄膜和导体薄膜的热导率。测试需要在真空环境
下进行，在建立热学模型没有考虑对流散热也忽略了辐射散热的影响。结构的制造工艺使崩ＡＳＩＣ
ＣＭＯＳ工艺，需要后处理体硅腐蚀。
２．

热执行器法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图２．１３热执行器式Ｓｉ０２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郴】，该测试结构的制造工艺简单，可使用牺牲层微
机械表面加ＴＴ艺也可以使用腐蚀体硅工艺制作，其制造工艺和其他微机械器件的制造』＝艺能完全
兼容。其待测薄膜可以是Ｓｉ０２薄膜也可以是其它绝缘薄膜。该测试结构还需在待测的ｓｉ０２薄膜（或
其它绝缘薄膜）上面需淀积一层导体薄膜，该导体薄膜作为加热部件。
其测试原理是：当在两固定端施加电流时，电加热使得整个悬臂梁受热膨胀。由于跃臂比短臂
的膨胀量大，使得整个悬臂向短臂一侧偏移，当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到顶端侧向偏移量时，便可以
通过根据建立的热电模型和热机械模型提取得到ｓｉ０２薄膜的热导率七。。

（ａ）热执行器式热导率测试结构三维视图

（ｂ）热执行器式热导率测试结构剖视图

图２．１３热执行器式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ｍ卜盟ｓ篓ｉｎ（ｇ器ｓｉｎ（７．筹

由于该测试结构是在真空环境中测量的，无需考虑对流散热及向衬底的传导导热，同时由于辐
射散热很小，辐射散热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的。从而有：

－￡１．

（２．１７）

．ｘ）＋瓦一Ｊ虻

这里假定了边界条件：丁（Ｏ）＝ｒ（三）＝Ｌ＝瓦·Ｌ是梁的总长。

五＿Ｊ爵熹焘兰

式（２—１７）中

（２．１８）

式（２—１８）中Ｋ导体、ｗ导体、ｈ导体和Ｋ绝缘体、ｗ绝缘件、ｈ绝缘体分别表示加热层和待测绝缘层的热导
率、宽度与厚度。
１８

第二章薄膜热导率测试技术

梁的下均温度是：

△丁＝（圭《７＇（蚺）一瓦

（２一１９）

偏移量与温度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２—２０）

占＝口。ｙＡＴ

式中：口，是悬臂复合梁的等效热膨胀系数，，是换算系数

（２．２１）

式中：Ｌ。和厶分别是长臂和短臂的长度，其它参数也只与悬臂梁几何尺寸有关，在这里不～·列出。
显然，当观测到悬臂梁的偏移量与儿何尺寸，便可以获取待测薄膜的热导率。
通过适当改进，该测试方法也可用于对导体薄膜热导率的测量。需要提出的是，该测试结构及
其测试模型只适用丁真空环境，其测试模型显然不适合对自然环境Ｆ薄膜热导率的测量。如果要使
用该方法，实现在自然环境下对绝缘薄膜或导体薄膜热导率的测量，需要设计测试结构阵列、建立
新的热电模型，该思想还有待验证。
·此外，３∞方法在横向薄膜热导率测鼍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２．３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各类薄膜热导率测试技术，分析了各种测试技术的结构特点、制作工艺、热导
率模型、测试方法及其存在问题。
目前的导体薄膜或非导体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及其测试方法大都是需要真空测试条什，因而在
测试和建立热学模型时不需考虑对流散热和向衬底传热散热的影响，有的测试方法在建立热学模型
还需要忽略辐射散热的影响，如Ｐａｕｌ Ｏ．等研究的Ｖａｉｌ

ｄｅｒ

Ｐａｕｗ热导率测试方法。住测试结构的制造

ｊ二艺方面，目前的各种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基本上使用ＣＭＯＳ工艺或ＣＭＯＳ ＭＥＭＳ制造技术需要
斤处理体硅腐蚀，且是多层复合膜结构。目前，还没有对标准表面工艺制作的薄膜热导率进行研究。
在测量方面大都需要真空设备和设计其它专门的测量仪器，不能实现对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检测。
由丁多晶硅薄膜是各种表面器件的主要构件，因此，为了能及时掌握材料的热学特性，需要研
究新的测试结构及方法，设计能与各种ＭＥＭＳ表面器件器件制造工艺完全兼容的结构合理、测试方
法简单、对测试环境要求宽松、测试精确度较高的在线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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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

耍实现表面微加Ｊ＝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首要的是所设计的热导率测试结构的制作能
够随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工艺加工制作，不能有附加工艺；其次要能在自然环境下进行测试，且测
试方法要简单可靠，不能为了测量来设计专门的测试装置，即只需利剧实验室常用的仪器设备就能
进行测试；再者热导率模型不能含有其它未知参数，即不能使用其它材料的已知参数值，譬如热传
导过程中ｓｉ０２薄膜、Ｓｉ３Ｎ４薄膜以及空气层的热导率以及空气的自然对流系数、热辐射发射率等。
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简单的测量如测鬣电流、电压特性和结构的几何尺寸，便可以获取多晶硅薄膜的
热导率，且其测试精度能够满足在线测试要求。
由于在线测试，要求能在自然环境Ｆ测量得到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就必须考虑电加热过程中，
由于自然对流散热、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等散热热路的存在对薄膜温度分布及热功率消耗的影
响，当结构的厚度与表面宽度尺寸相比拟时，其侧面的自然对流散热与辐射散热也必须考虑。
本章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论文给出了测试原理，推导
出热学模型，给出了测试方法，并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熟电分析验证了热导率模型的正确性和测试
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由于测试结构的巧妙设计，克服了其它测试方法存在的测试结构复杂、边缘效
应及需要的真空测量环境等不足。网而该测试方法能实现表面加＿［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检测，
并有望在工艺线应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即传导、对流和辐射。

３。ｌ热传递的基本方式【ｌｌ【２耶
１．导热
物体各部分之间不发生相对位移时，依靠分子、原子及自由电子等微观粒子的热运动而产生的
热量传递称为导热（或称热传导）。例如，固体内部热量从温度较高的部分传递到温度较低的部分，
以及温度较高的固体把热量传递给与之接触的温度较低的另一固体都是导热现象。从微观角度来看，
在半导体中．导热是通过晶格结构的振动，即原子、分子在其平衡位置附近的振动来实现的。导热
系数（即热导率）是表征材料导热性能优劣的参数，即一种物性参数。不同材料的热导率数值不同．
即使是同一种材料，热导率还与温度等因素有关。导热现象的规律可用导热基本定律一傅里叶定律
来说明…：

ｑ：旦：一ｋｄＴ（３－１）
Ａ

ｄｘ

式中：ｑ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热流量称为热流密度，单位是Ｗ／ｍ２：９是单位时间内通过
某一给定面积爿（ｍ ２）的热量，单位是∥；！竽表示温度，沿Ｘ方向的变化量：ｊ｝是比例系数，称为
础
热导率。本论文用ｋ表示材料的热导率，用下标来区别不同材料，其单位是矽／（ｍ·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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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流
对流是指流体的宏观运动，从而流体各部分之间发生相对位移、冷流体相互掺混所引起的热晶
传递运动。流体流过一个物体表面时的热量传递过程称之为对流换热。表面和流体之间的对流散热
可Ｊ＿ｆｊ热流量与温度差的线性关系米描述，也就是牛顿冷却定律“１：
（３—２）

ｑ＝ｈ。（７１一瓦）

式中：Ｔ、瓦分别为结构表面单元和流体的温度，单何是Ｋ；比例系数吃称为表面对流传热系数
单他是Ｗ／（Ⅲ２．Ｋ）。本论文涉及到的是空气自然对流换热，也用玩表示结构层表面的空气自然对
流传热系数。
３．热辐射
物体因热的原因而发出辐射能的现象称为热辐射，热辐射可以在真空环境中传递，物体的辐射
能力与温度有关。本论文涉及到的热辐射是一种简单的辐射换热情况，即表面积为一、表面温度为ｒ、

发射率为ｇ的一个物体被包容在温度为瓦的空气环境中。热辐射可用斯忒藩－波耳兹曼定律来说明，
对于这种简单的辐射换热”１，有：

Ｏ＝ｅ．Ａｏ＇（Ｔ４一碍）

（３．３）

式中ｓ表示发射率（一般取０．９），盯＝５．６７×１０—８ＷＩ（ｍ ２．Ｋ４）是斯忒藩．波耳兹曼常数。
实际工程技术问题中对流与辐射常常同时存在。这种对流与辐射同时存在的换热过程称为复合
换热。对于复合换热，工程上为计算方便，常常采用把辐射换热量折合对流换热量的处理方法，将
它表示成牛顿冷却公式的形式，即有”１：
（３－４）

Ｏ＝Ａｈ，ＡＴ

式中觅称为辐射换热表面传热系数（习惯上称为辐射换热系数）·有意思的是，当温度筹是１０Ｋ量
级日寸，在吸收环境下的理想辐射体，辐射传热系数ｈ，近似等于其在空气中的自然对流传热系数。当
自然对流是基本传热机理时，就包括有辐射传热的影响【５１。

３．２

Ｔ型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

３．２．１测试结构设计与测试方法
１．结构特点；
图３．１娃本文设计的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在线测试结构的三维视图．图３．２是测试结
构的剖视图。其结构特点描述如下：
整个热导率测试结构由三个基本结构组成测试阵列：一个中间不含多晶硅悬臂梁的参考结构，
如图３．１（ａ）所示；两个含有长度不同、宽度与厚度完全相同多晶硅悬臂梁的测试结构．如例３．１（ｂ）、
（ｃ）所示。在测试结构ｌ和测试结构２中，其测量条、加热条及其引线部分与参考结构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除了结构中间的悬臂梁外，其他部分三个结构的尺寸完全一致。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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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参考结构

（ｂ）测试结构

（ｃ）测试结构２

图３．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在线测试结构阵列三维视图

Ｓｉ３Ｎ４
Ｓｉ０２

图３．２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阵列结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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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３．１的测试阵列中，Ａ，Ｂ、Ｃ和Ｄ分别表示锚区的铝压焊块，用丁施加电压、测量Ｌ乜流或
电压，即Ａ、Ｄ端用于施加电压、测量屯流，Ｂ、Ｃ端用于测量加热条．卜＾的Ｌ也压降。
在测试阵列三个结构的测量条上分别淀积有一层金属薄膜，由于金属薄膜的电阻率远远小丁多
晶硅薄膜的电阻率，使得测量条的电阻（称之为寄生热电阻）与加热条自身电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从而大大增加了加热条电压测量的精确度。
根据测试结构１、２中加热条与悬臂梁的构造形状，也为了与后文设计的另１种测试结构区分，
把该测试结构命名为：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在线测试结构。
２．测试结构制作工艺
该测试结构的制作上艺步骤简述如下：
①在硅衬底上热氧化一层二氧化硅；
②淀积氮化硅；
⑧淀积牺牲屡，光刻形成锚区；
④淀积多晶硅薄膜、掺杂、光刻多晶硅层，形成测试结构图形；
⑤淀积铝、反刻铝，形成铝压焊块和测量条上的铝膜；
⑥牺牲层腐蚀，结构释放。
各层的厚度及其他工艺条件由具体工艺线确定。从测试结构的制作工艺步骤可以看出，孩测试
结构可随表面微机槭器件制作工艺加工制作，无需附加工艺．且只需三块光刻掩模版。
３．实验测试方法
测试时，把测试结构芯片直接置放在实验室常用的探针台上，便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进行测量。
需要获取的测量值有：施加电压、电流，加热条上的电压降以及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几何尺寸。
测试提取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方法如下：
①提取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系数，从而可以通过测量加热条电阻变化量来获取对应电阻值变化
量的加热条温度变化量。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的提取方法将在第四章中给予详细的阐述。
②对参考结构进行测量以获得需要的总传热系数
测试时，在Ａ、Ｄ两端施加电压，会在整个结构中产生温度分布，通过Ａ、Ｄ两端测加热电流
得到加热总功率，通过Ｂ、Ｃ端测得加热条上的电压降以获取加热条上的电阻变化量，根据电阻的
温度效应得到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便可以得到参考结构也即测试结构１、２中测量条、加热条及其
引线的总传热系数。
③同理，在测试结构１、２的Ａ、Ｄ两端施加电压，在整个结构中产生温度分布。通过Ａ、Ｄ
两端测得加热电流得到结构的加热总功率；通过Ｂ、Ｃ端测得加热条上的电压值，利用电阻的温度
效应获取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分别得到这两个测试结构的总传热系数。
④当得到所需的参考结构总传热系数和两个测试结构的总传热系数，就可以分别得到测试结
构Ｊ、２中中间恳臂梁的传热系数，即测试结构１、２中的总传热系数分别与参考结构的总传热系数
之差。然后便可以根据建立的数学模型，提取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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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热电分析和热导率模型
ｌ－测试结构总传热分析１６Ｊ
在图３．１（ａ）参考结构中有能量方程

只＝Ｇ，Ａｔ

（３—５）

式中：只表示参考结构的加热功率，Ｇ，表示参考结构的总传热系数，△ｔ＝Ｉ一瓦是参考结构中
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一是热稳态时参考结构加热条的温度，瓦是初始温度。
在图３．１（ｂ）测试结构Ｉ中，总的热量传递示意图如图３．３所示。它包括参考结构部分（也就
是测试结构中加热条及其引线与测量条部分）与中间悬臂梁部分传递的热量。

图３．３测试结构ｌ（或测试结构２）中总的热量传递示意图
因此，测试结构１中有总的热量传递方程：

Ｃ１＝Ｇ６ｌ△Ｉｌ－Ｊｒ－Ｇ，△Ｉｌ

（３＿６）

式中：只ｌ是测试结构１的加热功率，ＧＭ表示结构中间悬臂梁的传热系数，△ｌｌ＝Ｉｌ—Ｔｏ表示测
试结构１中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正。是测试结构１中加热条的温度。
同理，在图３．１（ｃ）测试结构２中，总的热量传递方程：

只２＝Ｇ６２△１２－Ｉ－Ｇ，△ｚ２

（３－７）

式中：Ｃ２是测试结构２的加热功率，Ｇ６２表示结构２中间悬臂梁的传热系数，ＡＴ，２＝１２一矗表示
测试结构２中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正２娃测试结构２中加热条的温度。
值得提出的是：根据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式（３．６）、（３．７）和（３．５）中参数Ｇ，的值及其物理
意义都是一致的，所以采用相同的符号来表示。事实上．在这里，是把测试结构１、２分解成加热条
及其引线、测昔条和中间悬臂粱两个部分，显然，前者与参考结构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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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悬臂梁区域的传热分析
图３．４是测试结构ｌ中中间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由于悬臂粱的长度远远大于其宽度和厚
度，在其宽度和厚度方向上可以看作没有温度梯度，因此可以利用一维稳态传热来建立解析模型。

在建立热学模型时，需要建立了一个线性化的测试条什即ｚ一瓦＜＜ｒｏ（Ｚ表示悬臂梁顶端加热条
的温度），目的是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化处理１６１１７１［…。研究表明当温度在３００Ｋ～８００Ｋ范围内，辐射
散热是可以忽略的州，因此在测试和建立传热方程时，如果把加热条的温度控制在这个范同内，就
完全可以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化处理，甚至忽略不计。
实际上，根据传热学相关理论分析和其它相关实验研究表明［ＩＯｌ［１］］ｔ“Ｊ，薄膜梁向衬底传热的等效
热阻远诞大于对流、辐射的传热热阻，一般大于３～４个数量级，囡此Ｊ亓两项即对流、辐射散热对薄
膜梁温度分布及功率消耗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ａ）悬臂梁上的传导导热

（ｂ）自然对流、辐射及向衬底的传热

圈３．４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考察悬臂梁上微元体单位时间内的热流控制项（需要提出的是：在悬臂梁上只有热流，而没有
加热电流通过）：
（１）

流入微元体的热量：

９一ｋｐｗ＾ｏ

（３＿８）

式中：ｋ。表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Ｗ、ｈ分别是中间悬臂粱的宽度和厚度。
（２）

流啦微元体的热量：

Ｑ口＝一≈，ｗ矗秀ｄＴｋ
（３）

（３＿９）

微元体侧面和上表面由丁二辐射散失的热量：

ＱＲ＝（２矗＋ｗ）ｏｃ．ｃｒ（Ｔ４一巧）ａｘ

（３．１０）

查查查堂壁主堂垡丝一—一

式中：ｓ是梁的辐射发射率，盯：５，６７×１０—８Ｗ／（ｍ２．Ｋ４）是斯忒藩一波耳兹曼常数‘１３１；瓦是初始
温度。
（４）

微元体底面向衬底传导的热量：

Ｑｃ

。＿ｌ。

２鲁ｗ旷Ｔｏ）ｄｒ

丘＋生＋ｔｏ是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
式中：Ｓ：旦（＿２ｔｖ十１）＋１是热传导形状系数，胄ｒ
Ｗ
ｋ。ｋ。ｋ。
疗

层的等效热阻【１”，，，、，。、ｌｏ和ｋ、ｋ。、ｋ。分别是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
率。

（５）微元体侧面和上表面由于空气自然对流散失的热量：
（３－１２）

Ｏ。＝（２＾＋ｗ）ｈ。（Ｔ－Ｔｏ）ｄｒ
式中：ｈ。是空气的自然对流系数。
根据能量守衡原理，稳态时微元体的温度保持不变

因此单位时间内流入微元体的热量等丁流

出微元体散失的热最，即：
（３．１３）

ＱＩ＝Ｏｏ＋ＱＲ＋Ｑｃ＋Ｑｙ
由此得到悬臂梁上的传热方程是（在这里，对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化处理）：

＂矗置竽＿（２ｍ玩刖一Ｔｏ］

㈤。。）

一４（２ｈ＋ｗ）硼［ｍ）一ｒｏ］一昙Ⅵ７１（功一ｒｏ］＝。
令Ｇ』＝（２ｈ＋ｗ）ｈｅ＋４（２＾＋ｗ）删＋ｉＳ

ｗ

Ｇ。２啬，则式江…耐龋为

！！；｛堕一Ｇ。ＩＴ（ｘ）一瓦】＝ｏ

（３—１ｓ）

上式的边界条件是：

ｊｒ（ｏ）＝Ｉｌ

（３．１６）

ｌＴ（Ｌ，）＝Ｔｏ
式中：厶是测试结构１中中间悬臂粱的长度。在这里认为悬臂粱热沉锚区的温度与衬底温度（即初

ｍ㈣一筹·ｅｘ４－＆ｇ”４－缮∥蛎

始温度）相同㈣㈣。

由边界条件，解方程式（３．１５），得到悬臂梁的温度分布是：

俘…

丝三童兰曼壁翌竖垫曼垩生些型苎堑塑
根据傅里叶定律』１

３ｊ：

一一．

Ｐ８＝－ｋ，ｗｈｄ－警，；。

（３－１８）

式中：Ｂ表示电加热时流入悬臂梁区域的能量。解方程式（３－１７），并根据式（３＿５）、式（３＿６）化
简得到测试结构１中悬臂梁的传热系数是：

瓯＝（毒一毒）＝ｋｐｈ普州ｚ¨ｗ冯“（ｚ¨岫辅＋寄儿·俘１９）
由于测试结构Ｉ、２中中间的两个悬臂梁是相同的薄膜，具有相同的宽度和厚度，同理可得图
３．１（ｃ）测试结构２中中间悬臂粱的传热系数是：

Ｇ。：＝（考≥一号）＝ｋｐｈ兰Ｔ＋玩（ｚ厅＋ｗ）三ｚ＋。（ｚ＾十ｗ）越：瑁＋昙儿ｚ∞之∞
式中：Ｇ。：是测试结构２中中间悬臂梁的传热系数，△Ｉ：＝ｌ：一瓦是测试结构２中加热条的温度
变化量，Ｌ是测试结构２中悬臂梁的长度。

３．Ｔ型在线测试结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模型
根据式（３．１９）与式（３．２０），Ｔ型在线测试结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可以表示为

≯略 刍哇一嚎一番寺‘而Ｉ，哇一专广

＠：ｔ，

测试结构１、２和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的温度变化是通过多晶硅电阻的温度效应来提取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上式中，只肯有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一个未知参数，其他未知参数如空气自然
对流系数、辐射发射率、以及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率等都已消除。
值得提出的是：
如果＝个结构中加热条的电阻变化量相同，也就会具有相同的温度变化量△７１，此时的测试结
构ｌ、２与参考结构的加热功率之差便是分别流入其中间悬臂梁的热功率。从而式（３—２１）等效为：

咿ｃ群一等，‘去，ｃ专一妒

Ｂ：ｚ，

这个结论的确立不仅简化了模型，使得在实际测试时，参考结构与测试结构之间存在的锚区散
热及探针接触产生的影响能够相互抵消，从而提高了测量精度，大大减小了测量误差。

３．２．３有限元模拟分析与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结构设计与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我们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进行了三维有限元电热模拟分析。
模拟时，分别在二个测试结构的上表面施加空气自然对流系数和辐射散热系数（在这里我们根据传
热学理论把辐射散热系数转换成等效的对流系数Ｄ７１），结构的下表面施加向衬底传热的等效传热系数
（这个值与梁的宽度和厚度及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率等因素有关）。摸拟使
用的典型参数值如表３．１所示，表３．２是向衬底传热的等效传热系数换算。表３—３是模拟中使Ｉ｝｝ｊ的参
考结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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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等效传热系数使用的典型参数
材料
Ａ计

００２６Ｗ／ｍＫ

Ｓ｛３Ｎ４

２．２５

Ｓｉ０２

表３－２

热导率

Ｗ／ｍＫ

１．４Ｗ雠

厚度
１，２ ０１＂３ｐ，ｍ
０．６ｉＪｎｌ
１．０ ｕｍ

向衬底传热的等效传热系数换算（Ｗ／ｍ２量１
粱的宽度（粱的厚度：２ｐｍ）

空气间隙

５１ａｍ

３，ａ

２ ２３４３４ｘ１０４

２“

２

ｌ扯

１０¨．ｍ

１５１Ｊｍ

１．５４６８５×１０＇

１．３１７６９×１０４

８２３９９ｘｔ０＂

２．０５３８１ ｘ１０４

１．７９７０８×１０４

４．５６３６１×１０４

３．５４９４７ｘ１０＂

３ ２１１４３×１０４

图３．５是ＡＮＳＹＳＴＭ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参考结构的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３．６是空气间隙为３哪、
施加电压为５Ｖ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３．５参考结构三维有限元热电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６施加电压５ｒ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１ａ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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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模拟使用的参考结构相关参数
ｋ度

宽度

厚度

３２０ｕｍ×２

５９ｍ

２ｕｍ

加热条

８０ｕｍ

１５ｕｍ

２ｕＩｎ

测量冬

２００ｕｍ

ｌＯｕｍ

２９ｉｎ

热导率，ｋ（设定值）

２８

韦ｕ始电阻率，ｐ。

１１ ｘ１０。ｎ

单元，参数
加热条引线

３Ｗ／ｍ·世
ｃｒｎ

由于软件模拟，必须设定材料参数，在这里我们利用文献中的多晶硅薄膜温度系数‘”。电阻温
度系数具体数值的大小以及其他参数的设定并不影响对热导率模型的验证。
存模拟时，充分考虑了各种传热路径对薄膜梁温度分布的影响，因而这种模拟方法能反映寅际
测量的具体情况。模拟时，把加热电压控制在加热条最高温度小于８００Ｋ且在有效测量灵敏度范嗣内。
从图３．６可以看出，当施加电压是５Ｖ时，梁的最高温度点是５１０．２６Ｋ，此时加热条上的温度变
化量是８５．１２Ｋ。在这个温度变化量下，电阻的变化量是其初始电阻的１２．５％（即有ＡＲ／Ｒ。＝１２．５％），
显然这个电阻变化量是能够测出的，因而在这个温度变化量甚至更小的温度变化量情况下，都是能
够满足测试灵敏度的需求。这种模拟方法可用来指导实验测试。
在不同空气层厚度下，模拟分析得到参考结构中施加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如图３．７所示。图３．８
是参考结构中加热条上的电压降与加热电流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
的关系，如图３．９所示，根据这个关系可以得到参考结构的总传热系数。

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７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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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８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景电流的关系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ｍｗｌ

ｐｏｗｅ

图３．９参考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表３．４给出了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１、２中结构的相关参数，从表中可以看出．测试结构ｌ、２
中的加热条及其引线与测量条有与参考结构相同的几何尺寸（参见表３—３）．这和结构设计的基本原
理以及建立的热导率模型是相符的。
表３－４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１、２相关参数
单元，参数
加热条引线

长度

宽度

厚度

３２０¨ｍ）（２

５ｐｍ

２ｒｕｎ

８０ ｇｍ

１５９ｍ

２ｐｍ

加热条
测量条

２００

ｕｍ

１０¨ｒｎ

２ｍ

测试结构Ｉ中的悬臂粱

１５０ ｕｍ

ｌＯｍ

２ｒｉｍ

测试结构２中的悬臂梁

２００ ｐｍ

ｌＯ¨ｍ

２９ｍ

初始电阻率，ｍ

１１×１０。ｎ－ｃｍ

图３．１０是ＡＮＳＹＳＴＭ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的测试结构ｌ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３．１１是模拟得剑的
一定加热功率ｐ测试结构１的温度分布云图。在不同空气层厚度下，模拟得到的测试结构１中施加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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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如图３．１２所示；图３．１３是测试结构ｌ中加热条上电压降与加热屯流的关系。根
据上述分析，得到了狈４试结构ｌ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如图３．１４所示，根据这个
关系可以得到测试结构１的总传热系数。

图３．１０测试结构Ｉ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１Ｉ施加电压５Ｖ时测试结构ｌ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问隙３９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１２测试结构Ｉ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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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１３测试结构１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ｒｎＷ）

图３．１４测试结构１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从图３．１ｌ可以看出，当施加电压是５Ｖ时，测试结构１中粱的最高温度点为５１０．７６Ｋ，此时加热
条上的温度变化量是５５．０３Ｋ。可见在相同施加电压Ｆ，悬臂梁对加热条温度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在实际测量时，这个温度差（即参考结构与测试结构１中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差）通过电阻变化量
的不同反应出来。
图３．１５是模拟使用的ＡＮＳＹＳＴＭＺ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的测试结构２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３，１６是
一定加热功率ｒ测试结构２的温度分布云图。在不同空气层厚度Ｆ，模拟得到的测试结构２中施加
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如图３．１７所示｛图３．１８是测试结构２中加热条上测得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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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５测试结构２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１６施加电压４Ｖ时测试结构２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１ｉｒ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１７测试结构２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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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１８测试结构２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ｌ∞－磊；ａＥ０一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ｒｏＷ）

图３．１９测试结构２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根据模拟得到的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容易获取测试结构２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
化量的关系，如图３．１９所示，根据这个关系可以得到测试结构２的总传热系数。可以看出，其与参
考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有明显的差异，反应了中间悬臂梁对加热条温度变化
的影响。而测试结构Ｉ、２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也存在差异，这个差异与两个悬臂
梁几何尺寸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结构的温度，根据理论分析，我们只需控制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在小于５００Ｋ的范围内，就
可以满足理论模型建立的条件。由于多晶硅薄膜梁到一定温度时会熔断，所以加热条温度是不能无
限增加的。在实际测量时，加热条温度变化量在１００Ｋ～２００Ｋ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根据ｔ述对测试阵列中三个结构的热电模拟分析，已经得到了热导率模型中所需的各个参量值，
把模拟得到的数据进一步代入式（３－２１）或（３－２２）中，便可以提取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然后把
计算得到的热导率与模拟分析的设定数值（即文献实验值）进行比较，来验证模型建立的正确性。
模拟热电分析时，设定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值２８．３Ｗ／ｍ·Ｋ，根据分析数据得到室温３００Ｋ
时多品硅薄膜的热导率在２７．５９５６∥／肌·Ｋ～２７．７６８９Ｗ／ｍ·Ｋ之间（由于不同空气层厚度，导致
模拟分析的差异），模拟分析提取值与模拟设定值（根据文献资料的提供实验值）的误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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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之间【６Ｉ。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因为加热条上的温度不是完全均匀的．存在微小的差别。
但这么小的误差是能满足在线检测的要求。
在实验测试中，同样能够得到上述的各个关系曲线和比例关系，然后根据测得的数据便可以提
取得到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为了分析多晶硅热导率随温度变化的关系，把模拟数据带入到热导率模型中提取得到的热导率
数值与设定值进一步进行比较，如图３．２０所示。提取值与模拟设定值（根据文献资料的提供实』验值）
的误差在５．２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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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０模拟分析得到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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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上文分析了利用两个不同长度悬臂梁散热路径的相互抵消，来提取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这里，
事实上是不能获知对流敞热、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对薄膜温度分布和电加热功耗的影响。为了
能进一步分析对流、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的影响，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另一种兀
型在线测试结构。该测试方法能够获知对流散热、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的影响，也无需知道空
气层、氮化硅层及一二氧化硅层的热导率与厚度，这对分析其他表面器件的热电特性具有较大的实际
意义。该测试方法能随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工艺加工制作，具有结构简单，测试方便、测试精度较
高等特点。
３．３．１

测试结构设计与测试原理

ｌ刘３．２１利图３．２２是本文设计的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ｎ型在线测试结构的二维视图和剖
视图。由于该测试结构主要是分析参考结构传热特性，根据参考结构的形状，也为了和前文测试结

构区分和阐述方便，将其命名为兀型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㈣【”】。
１．结构特点
整个测试结构由两个结构组成：一个是中间不含多品硅悬臂梁的参考结构和中间具有多晶砖悬
臂梁的测试结构。参考结构和测试结构中测量条、加热条及其引线部分的尺寸完全一致，且加热条
的宽度与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宽度相同。
在两个结构的测量条上淀积有一层铝膜。由‘ｒ铝的电阻率远远小于多晶硅薄膜，囚而加热条的
电阻就远远大于测量条的电阻值，当通过测量条测加热条两端的电压降时，由于测量条上寄生热电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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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产生的电压降就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大大提高了加热条电压测量的精确度。
在图３．２ｌ的测试阵列中Ａ、Ｂ、Ｃ和Ｄ分别表示锚区的铝压焊块，用于施加电压、测量电流或
电压，即在结构的Ａ、Ｄ端施加电压、测量加热电流，在结构的Ｂ、ｃ端测鼍加热条卜的电压降。

（ａ）参考结构

（ｂ）测试结构

图３．２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ｎ型在线测试结构三维视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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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３Ｎ４
￥ｉ０２

’

Ｌ

图３．２２测试结构剖视图
２．该测试结构与前文测试结构的区别
在测试结构和参考结构中，悬臂梁的宽度与加热条宽度必须相同，由于只需两个结构组成测试
阵列，从而减小了测试下作量。该测试方法不是利用前文散热路径相互抵消的办法，而是通过分析
加热条自身的传热特性，来获知对流散热、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对结构热电分析时的影响。
３．测试结构的设计原理
（１）设计尺寸一致的加热条及其引线和测量条，是为了使得测试结构和参考结构中测量条、加热
条及其引线部分的总传热系数相同。因而可以通过分析参考结构中的总传热系数．米得剑测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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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难以得到的加热条及其引线和测量条部分的传热系数，用Ｇ。表示。而测试结构的总传热系数ｑ与
Ｇ。的差，就是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传热系数Ｇ８（理论分析见下文）。
（２）设计加热条的宽度与悬臂梁的宽度相同，使得参考结构中加热条和测试结构中悬臂梁具有相
同的等效散热系数，用Ｇ。表示，它包含了对流、辐射散热和向衬底的传热，从而可以通过分析参考
结构中加热条的传热特性，来得到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等效散热系数Ｇ。值。
·该测试结构阵列的加工制作工艺与前文相同，在此不蒋累述。
４．测试方法与步骤
测试时也只需把测试结构芯片直接置放在实验室常用的探针台上，便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进行测
量。需要获取的测量值有：施加电压、加热电流，加热条上的电压降以及结构的几何尺寸。尽管提
取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原理存在很大区别，但其测试方法和测试条件与前文相同。其测试步骤如下：
①确定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系数，从而可以通过测量电阻变化鼍来获取加热条上的温度变化量。
②在参考结构加热条引线的Ａ、Ｄ两端施加电压，在整个结构中会产生温度分布。通过加热
条引线砸端测得加热电流，通过测量条Ｂ、Ｃ两端测得参考结构中加热条上的电压降。通过一系列
的实验测量分别描述出参考结构中下列特性关系：加热条上的电压降与加热电流的特性关系，即

％。。。一ｌｍ。。。关系曲线，施加电压与加热电流的特性关系，即Ｐ赫耐一Ｊ…一关系曲线，并进
一步描述出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加热条自身热功耗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
的关系。从而能够得到参考结构中的总传热系数Ｇ。的值和等效散热系数Ｇ。的值。
⑧同理，在测试结构中的加热条两端施加电压，在箍个结构中会产生温度分布。通过加热条
引线两端测得加热电流，通过测量条两端测得加热条上的电压降。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测量井描述出

测试结构中施加电压与加热电流的特性关系，即Ｐｏｄ—Ｌ。。。ｄ特性关系，以及加热条上的电压降
与加热电流的特性关系，即％。。Ⅲ一ｌｍ—，ｗ特性关系，从而得到测试结构中总传热系数Ｇ，的值。
得到了上述测量值，便可以根据建立的模型提取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３．３．２热电分析与热导率模型
在参考结构中，总传热方程是：

Ｂ＝ＧⅣ△瓦（３－２３）
则参考结构中的总传热系数可以表示为：

Ｇｎ＝惫

㈦ｚ。，

式中：最表示参考结构的加热功率，即施加电压与电流的乘积；ＧＲ表示参考结构的总传热系数。
由丁Ｊ测试结构中，除中间悬臂粱外其他部分的几何尺寸与参考结构完全一致，因此溯试结构与参考

结构相同部分的传热系数有与之相同的值；△％＝疋一瓦，％是参考结构加热条的温度，瓦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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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温度也就是初始温度。
在测试结构中，总的能量与传热方程可以表示为
（３—２５）

只＝ＰＲ＋匕＝ＧＲＡＴ，ｑ－ＧＢＡＴ，
从而得到测试结构中恳臂梁的传热系数是：
Ｄ

ＧＢ＝Ｇｔ—ＧＲ

２盖坷Ｒ

（３．２６）

式中：只是测试结构的加热功率，即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乘积，名是测试结构中流入中间悬臂梁

的熟最，乓是测试结构中加热条及其引线和测量条上消耗的热量，Ｇｔ表示测试结构的总传热系数，
ＧＢ表示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传热系数，Ａｔ，＝ｔ—Ｔｏ，正是测试结构中加热条的温度。

１．测试结构中悬臂粱区域的传热分析
图３．２３是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由于薄膜的长度远远大于薄膜的宽度和厚度，
在薄膜宽度和厚度方向上可以看作没有温度梯度，因此可以利用一维稳态傅里叶导热定律来建立传
热方程【８１。在这里有与前文相似的基本热学分析。

ｘ＝ｆ）
（ａ）悬臂粱上的传导导热

（ｂ）自然对流、辐射及向衬底的传热

图３．２３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同上文相同，先考察悬臂梁上微元体单位时间内的热流控制项（同理

在悬臂梁上只有热流而

没有加热电流通过）：
（１）

流入微元体的热量：

９一训ｏ

（３．２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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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表示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Ｗ、ｈ分别是中间悬臂梁的宽度和厚度。
（２）

流出微元体的热量：

Ｑ０：一ｋｐ砌ＦｄＴ】ｍ
（３）

（３．２８）

微元体侧面和上表面由于辐射教失的热量：

ＱＲ＝（２ｈ＋ｗ）ｅｃｒ（Ｔ４一碍）ａｘ

（３－２９）

式中：占是辐射发射率·盯＝５．６７ｘ１０。８Ｗ／（ｍ ２·Ｋ４）是斯忒藩．波耳兹曼常数：瓦是环境温度。
（４）

微元体底面向衬底传导的热量：

骁＝熹ｗ（ｒ～ｒｏ）ｄｘ

（３．３０）

式中：ｓ＝告噜＋·，＋，是热传导形状系数，月ｒ＝等＋乏＋等是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
层的等效热阻””，ｔ。、，。、ｆ。和ｋ，、ｋ。、ｋ。分别是空气层、氮化硅层和二氧化硅层的厚度羊【Ｊ热导
密。
（５）

微元体侧面和上表面由于空气自然对流散失的热量；

９＝（２ｈ＋ｗ）吃（丁一Ｔｏ）ａ阢

（３．３１）

式中：ｈ，是空气的自然对流系数。
根据能量守衡原理，稳态时微元体的温度保持不变，因此单位时间内流入微元体的热量等丁流
山微元体散失的热量，即：

ｇ，２％＋鲰＋Ｑｃ＋ｇ

（３．３２）

由此得到悬臂梁上的传热方程是（在这里，对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化处理）：

‘ｗ厅堕碧一（２ｈ＋叻咿咿Ｔｏ］一
幽。

…

（３．３３）

４（２¨ｗ）卿≯陬矿Ｔｏ］一去Ⅵｍ）一Ｔｏ］＝ｏ
上式有边界条件：

ｌ ７１（ｏ）之正
【ｒ（，）＝瓦

（３．３４）

式中：，是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长度。

ｍ心一筹∥厢＋器喾万蛎

从而得到测试结构中间悬臂粱的温度分布是：

３９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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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２＾＋ｗ）红＋４（２厅＋ｗ）硼＋熹ｗ

（３－３６）

Ｇ。２南

（３—３７）

根据傅里叶定律屹＝一％们矧。，解方程式ｃ，－，ｓ，得

２ｊ；｝２＿ｊ｝，ｗ俩×ｃ：ｊ 器，×
，Ｉ互。ｆ互

Ｇｓ

陈

（３－３８）

２．参考结构中加热条部分的传热分析
图３．２４是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的传热模型示意图。Ｆ面对加热条进行热学分析（需要说明的是
在测量条上是没有加热电流通过的）：
Ｍｅａｓｕ ｒｉｎｇ ｓｔ ｒｉｐｅ

Ｍｅａｓｕ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ｉｐｅ

Ｌｅａｄｉｎａ

ｄｉｎｇｗ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ａ）加热条电流产生热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ｅ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

（ｂ）自然对流，辐射及向衬底的传热

图３．２４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由于在稳态时，加热条上的温度是一致均匀的。根据目前的各种测试方法、理论及本文的模拟
分析，再进行结构上的合理设计，加热条上的温度变化是非常小的，因此可以认为加热条上的温度
住加热功率不夫系统处于热稳态时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加热条上的热电特性可以描述如下：
（１）

加热条电流产生的焦耳热：
（３—３９）

Ｑ，＝Ｊ ２ｐｗｈｌ＾

式中，Ｐ加热条温度为瓦时的电阻率，，＾是加热条的长度，ｗ、ｈ分别是加热条的宽度和厚度，它
利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宽度和厚度是相同的。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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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热条侧面和上表面由于辐射散失的热量：

绋＝（２ｈ＋ｗ）ｓｏ－ｏ（％４一碍）ｌｈ
（３）

加热条底面向衬底传导的热量：

绞＝百Ｓ
（４）

（３－４０）

ｗ（％一ｔｏ）ｋ

（３－４１）

加热条侧面和上表面由丁空气自然对流散失的热量：

绋＝（２ｈ＋ｗ）ｈｃ（疋一Ｔｏ）ｌｈ

（３．４２）

根据能量守衡原理，在稳态时加热条温度保持不变，因此加热条产生的能量等丁其散失的能量，
即有：

幼２绋＋蚨＋娇

（ ３ ４３ ）

由此推导出加热条上的热屯方程是（在这里对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化处理【２０】）ｊ

Ｊ２舢Ａ一（２＾＋ｗ）ｈｃＡｋ一４（２＾＋ｗ）∞酊△靠一熹ｗ△％＝ｏ

（ ３ ４４ ）

从而得到：

Ｇ一２（２ｈ＋ｗ＂４∞＋ｗ）硼＋鲁ｗ一等

，、

３ ４５ ｝

｝式等鼬于：

Ｇ』：警：鲁（３－４６）
４△％ｌｈ

△％＾

式中，Ｂ＾＝‰，Ｒ是参考结构中测量电压与加热电流的乘积即加热条的热功耗，，。是参考结构中
的加热电流，％。是参考结构中的加热条的电压降。

３．Ⅱ型在线测试结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模型
根据式（３－２４）、（３－２６）、（３—３８）和式（３．４６），可以得到多品硅薄膜热导率的热学模型是【１８１

：三一生（３－４７）
陈
工”
蛘。 星爵 吖％。 堕爵
ｋ

ａｔ，△％

显然在式（３＿４７）中，只有多晶硅薄膜熟导率丸这一个未知数，其他参数都是可以通过测量得
到的。因此根据此式，可以提取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上式的简约模型是：

铲唔一番一鑫，≯而ｌ

ｃｓ㈣

当两个结构中加热条的电阻相同时，它们就具有相同的温度变化量，从而式（３。４８）还可以进
。步简化。这个结论的确立不仅简化了模型，也大大减小了测量误差。
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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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有限元模拟分析与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结构设计与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进ＩＴＴ－维有限元电热模拟分析。模
拟时同样在两个测试结构的上表面施加空气自然对流系数和辐射散热系数，在这里根据传热学理论
把辐射散热系数转换成等效的对流系数【”１；在结构的下表面施加向衬底传热的等效传热系数。表３．５
是模拟中使用的参考结构相关参数。
表３－５模拟使用的参考结构相关参数
单元／参数

长度

宽度

厚度

３２０ｔｔｍｘ２

５ｊｇｎ

２ｕｍ

加热条

８０ｐｒｏ

１５９ｉｌｌ

２¨ｍ

测量条

２００ｕｒｎ

１０ｌｗａ

２ｕｍ

热导率，ｂ（设定值）

２８．３

初始电阻率，ｐ。

１．１×１ ｏ－３ｎ·ｃｍ

加热条引线

Ｗ／ｍ·Ｋ

图３．２５是ＡＮＳＹＳＴＭ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参考结构的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３．２６是空气间隙为
３９ｒｎ、施加电压为５矿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３．２５参考结构三维有限元热电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２６旃加电压５Ｖ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ｕｍ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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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时，充分考虑了各种传热路径对薄膜梁温度分布的影响，因而这种模拟方法能够反映实
际测茸的具体情况。模拟时，把加热电压控制在薄膜最高温度点小丁二８００Ｋ的范罔内，同时为了反映
实际测量日寸可能遇到的问题，把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控制在其有效测麓灵敏度范用内。在此不冉累
述，可参阅前文相关论述。
图３．２７是在不同空气厚度Ｆ模拟得到的参考结构中加热条及其引线的温度分布曲线，图示的中
间部分是加热条上的温度分布。可见，加热条上的温度分布在不同的施加电压及不同空气层厚度时，
基本是一条水平线，这说明了对加热条建立的热ＬＨ模型是合理的，同时也就证明了丌犁在线测试结
构多品硅薄膜热导率模型是正确合理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Ｕｍ）
图３．２７不同空气层厚时加热条及其引线的温度分布曲线
（图示的中问部分是加热条上的温度分布）

在不同空气层厚度下，模拟得到了参考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如图３．２８所示。网
３．２９是参考结构中加热条上测得电压与加热电流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
化量的关系，如图３．３０所示。图３．３１是模拟得到的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热功耗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
关系。

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ｔｔａｇｅｆＶ）

图３．２８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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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２９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ｗｅ［（ｒｏＷ｝

图３．３０参考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Ｙ
巴
置

巴
Ｅ

Ｔｈｅｒｍ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 ｐｆｉｏｎ

ｏｆ Ｉｈ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ｆｍＷ）

图３．３ ｌ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热功耗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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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模拟分析得到的等效传热系数与模拟设定值进行比较，如表３－６所示，表中同时给山了
模拟分析的误差。从表中可以看山，不同空气层厚度时，模拟得到的等效散热系数与模拟设定值（根
据理论文献计算得到的数据１１４’）之间的误差分别是３．４７％、２．６２％和２Ａ５％，闲此模犁式（３—４６）建
立是正确合理的。事实上，式（３－４６）是止确的，也就说明了热导率模型式（３－４７）或简约模犁式（３—４８）
是正确合理的。
表３－６模拟分析得到的等效散热系数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加热条：长度８０１９ｎ、宽度１５１ａｍ、厚度２９ｍ
空气间隙

模拟分析提取值

设定值（施加的面负载）

３ｍ

１．３１７６９×１０４Ｗ／ｍ２．Ｋ

２９ｍ

１

１ｌａｍ

３．２１１４３×１０４Ｗ／ｍ２．Ｋ

１．３５ｘ１ ０４

７９７０８ｘ１０４Ｗ／ｍ２．Ｋ

误差

Ｗ／ｍ２．Ｋ

２．４５％

１．７５ｘ１０４Ｗ／ｍ２．Ｋ

２．６２％

Ｗ／ｍ２，Ｋ

３．４７％

３ １０×１０４

ｒ面，再进一步来验证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模型的正确性。表３．７是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相关参
数，从表中可蚍看出，测试结构中测量条、加热条及其引线部分的尺寸与参考结构完全一致，且加
热条的宽度与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宽度相同。
表３．７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相关参数
单元／参数

长度

宽度

厚度

３２０１．ｕｎｘ２

５１ｕｎ

２９ｉｎ

加热条

８０Ｉｘｍ

１５１．ｔｉｎ

２９ｉｎ

测量条

２００Ⅲｎ

１０ｐ．ｍ

２１ｔｍ

测试结构中的悬臂粱

１５０ ｕｍ

１５ｕｍ

２Ｂｉｎ

热导率，ｋ（模拟设定值）

２８ ３

初始电阻率，ｐ０

１．１ ｘ１０“ｎ

加热条引线

Ｗ／ｍＫ
ｃｍ

图３，３２是ＡＮＳＹＳ“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测试结构的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３．３３是模拟得到的一
定加热功率ｔ＂Ｎ试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３．３２测试结构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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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３

旌加电压５矿时测试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ｕｍ

在不同空气层厚度下，模拟得到的测试结构中施加电压与加热电流的关系，如图３．３４所示；图
３．３５是测试结构中加热条上测鼍电压与加热电流的关系。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了测试结构中加
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如图３．３６所示。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３．３４测试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幽３．３５测试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澳ｌ量电流的关系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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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ｍＷ）

图３．３６测试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在模拟分析时，同样综合考虑了实际测量时各种可能因素如空气层间隙，对流、辐射散热以及
向衬底传热等因素对温度分布、测量电压及测量电流的影响，因此这种模拟分析得到的结论和实际
测量是相符的，可以反映实际测量的真实情况。
根据上述对测试阵列中参考结构与测试结构的熟电模拟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了热导率模型中所
需的各个参量值，把模拟数据进一步带入到式（３．４７）或（３—４８）进行计算，便可以提取得到多晶硅
薄膜的热导率数值，然后把计算得到的值与模拟设定数值（根据文献资料的提供实验值）进行比较，
来验证模型建立的正确性。显然，这种模拟验证的方法是台理的，因为在具体实际测试中我们同样
能够得到上述的各个关系曲线和比例关系，然后根据测得的数据便可以提取得到多晶硅薄膜的热导
率。模拟分析时，我们首先把热导率设定为常数，进行稳态传热分析。然后再把热导率设定为随温
度变化的变量，进一步分析热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加
强
如

售
ｈ

拍

言

加

，

ｈ？

－，。

７

８
一

佰

￡

－Ｏａｃｕｌａｔｉｕｎ ｖａｌｕｅ ｂｙ ｍｏｄｅｌ‘

；

一Ｓｅｔｖａｌｕｅ

们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一￥Ｅ，＾）点＝三ｇｕ！ｌ ｓｊ口４
５
ｏ

１叩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 ｒｅ（Ｋ）

图３．３７模拟分析得到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把根据上述模拟分析和数据处理提取得到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与软件模拟时设定的热导率参数
值（即文献中的实验值‘“１）进行了比较，如图３．３７所示。可见，根据模拟分析提取得到的热导率值
与模拟没定值（根据文献资料的提供实验值）同样能较好的吻合，误差在小于４．７５％的范围内ＬｌＳＪ［”ｌ。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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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结论

在本文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溯试结构。论文给出热导率解析模型，给出了
测试原理、结构伟ｑ作工艺和测试方法，并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有限元热电分析模拟验证了热学模裂和测
试结构设计的是合理、正确的，说明了本文提出的测试方法是可行的。
模型中综合考虑ｒ对流散热、辐射散热以及向衬底传热的影响，而无需知道空气层、氮化硅层
及二氧化硅层的热导率与厚度等其他参数。一种采用散热热路的相互抵消，另一种是采用间接测最
的方法来获取悬臂梁的等效散热系数。
本文中提出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试方法，对分析其它器件的热电特性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解决了其它测试方法存在的测试结构复杂、边缘效应及需要的真空测量环境等不足。测试结构可随
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工艺加工制作，无需附加工艺，测试简单可靠。因此，本文提出的测试结构及
其测试方法能实现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和监控器件制作Ｔ艺，可以应用于实际工
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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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执行器、微传感器等ＭＥＭＳ器件中，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效应珧定着能甭有效分析这些器
件的热电性能【１Ｉ－［…。在薄膜材料热学参数如热导率、热膨胀系数、热扩散系数等的测量中”¨“，电
加热及热敏电阻测温法铍广泛应用，但温度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因而如何根据多晶石丰薄膜ＩＨ阻温度
效应来获取对应阻值的温度，就直接影响到对这些参数的提取。
在以往薄膜热导率测试中１７ｌ－ｌｌＯ］，提取电阻温度系数的方法是把测试结构置放在硅油或在真率环
境Ｆ，通过在不同温度点下测出对应的电阻值，来确定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根据提取的电阻温度
系数米确定温度和电阻的变化关系。显然，这种测温方法不适用丁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中对
电阻温度系数的需求。
前文设计和分析了两种不同的提取多品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及其测试方法。文中给出了热导
率模型，进行了有限元热电模拟分析，并验证了模型建立是正确的，说明了这两种在线提取多品硅
薄膜热导率方法都是可行适用的。在模拟分析时，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是参考理论文献值，温度町
以直接根据模拟分析得到，而温度系数的数值大小并不影响模拟分析验证热导率模型。但在实验测
试时，要提取热导率就必须先知道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系数，然后才能利Ｈｊ电阻温度教应，通过测量
加热条电阻变化量来获取对应的温度变化量。
本章提出了一种在线提取表面加丁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的测量方法。模型及模拟分析表明该方
法也能够片ｊ于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

４．１测试结构设计与测试原理
多晶硅薄膜电阻率随上艺条件如薄膜淀积方式、淀积温度、掺杂浓度及掺杂类型等的不同存柜
较大的区别。相应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关系也存在…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温度效应，有的早现
正温度效应１１２１１”】，有的却呈现山负温度效麻１１…，因而在分析任何器件的热电特性时，都必须旨先分
析电阻的热敏特性。
本课题研究的在线测试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使用热敏电阻溯温法。由于多晶硅电阻温度效应的
尊异性，分析多晶硅热敏电阻的温度效应显得尤为重要，决定着能否有效提取多品硅薄膜的热导率。
幽４．１是本文提出的表面加Ｔ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系数在线提取双端固支梁测试结构。凌烈端
同支梁测试结构实质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电阻条。可随前文的热导率测试结构
或其他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Ｔ＝艺加一Ｆ制作。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ｕ ｒｒｅｎｔ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ｊ测试结构顶视图
４９

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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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３Ｎ４
Ｓｉ０２

（ｂ）测试结构剖视图

图４．１

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双端固支梁在线提取结构

４．Ｉ．Ｉ基本测试原理及方法
提取电阻温度系数的基本原理及测试方法是：通过双端固支梁两端施加恒流至热稳态，即粱电
阻不再变化、处于相对稳定时，然屙断开电流源让加热条冷却，同时利用一个分离电路，通过固支
梁两端测量薄膜粱冷却过程中电阻随时问的变化关系。然后通过Ｍａｔｌａｂ指数拟合分析，便可以提取
出电阻温度系数。

４，１．２结构制作工艺
在线提取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测试结构的制作工艺步骤简述如卜：
①在硅衬底上热氧化一层二氧化硅；
②淀积氮化硅；
③淀积牺牲层（ＰＳＧ），光刻形成锚区；
④淀积多晶硅薄膜、掺杂、光刻多晶硅层，形成测试结构图形；
⑤淀积铝、反刻铝，形成铝压焊块；
⑥牺牲层腐蚀，结构释放。
可见，其）ｊｎ工带ｒＪ作可随前章提出的热导率测试结构或其他表面微机械器件制作。ｉ＋艺加工制作。
经过相同制作工艺过利，该烈端固支梁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在线提取结构的电学特性及热学特性与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的多品硅薄膜粱相同。冈此可以通过分析其电阻温度效应，来提取前文
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中的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系数。

４．２瞬态冷却传热分析
４．２．１在线提取电阻温度系数的热电模型
通过双端固支梁两端施加恒流至热稳态，ＥｉｌＪ梁的电阻不再变化而处于相对稳定时

然，ｆ亓断开电

流源让加热条冷却，此时双端固支梁的瞬态冷却传热方程可以表示为：

上旦掣：—０２ＴＦ（ｘ，ｔ）一吼阶，ｒ）一瓦］
ｉ丁２—ｊｒ—Ｄ。Ｉ。…Ｊ叫ｍ
ｏ

（４．１）

舯：Ｇ，，２南２———１万——Ｌ加雇积端陂黜黝触触
热％：品：竺兰凳竺生㈡一棚………

第叫章多品硅薄膜电阻温度系数及其他热学参数的ｎ：线提取

它包括对流散热、辐射敞热以及向衬底的传热ｔ ｈ。表示空气白然对流传热系数，￡是梁的辐射发射
亭，盯是斯忒藩－波耳兹曼常数，Ｓ是热传导形状系数，Ｒ，是空气层、氮化硅层利二氧化硅层的等

效热阻．它与空气层、氮化砗层和一氧化硅层的厚度和热导率有关㈣；“。是多晶碑薄膜的热扩散系
数；ｗ、ｈ分别表示粱的宽度与厚度；ｋ。是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瓦是环境温度。
冷却时，瞬态传热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足：

ＩＴ（ｘ＝０，ｒ）＝疋

｛７１０＝三，，）＝疋

（４—２）

ｌＴ（ｘ，ｏ）：妒（ｘ）
式中：三是梁的＆度，妒（ｘ）表示冷却前即热稳态时的温度分布，它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量。值得提
出的是，从下文的分析中可知，在实验测试时我们无需知道妒＠）的具体形式。

令ｒ（ｘ，ｔ）＝ｕ（ｘ，ｆ）＋Ｌ，代入方程，则偏微分方程（４—１）和其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什式（４．２）
变化为：

掣玛等－－ａｐＧＤＵ∽，，
ｕ（ｘ＝ｏ，ｆ）＝０

（４－３）

ｕ（ｘ＝Ｌ，ｔ）＝０
ｕ（ｘ，０）＝妒（ｘ）一瓦
根据分离变量法解偏微分方程（４—３），得到梁的瞬态温度分布是

７＿‰归咒＋砉驯ｎ（－“２咖水岛呜㈣㈣１，

（４．４）

最＝手胁Ｈ协ｃ等ｘ№

（４．５）

在这里，Ｅ是一个与时间、位置无关的常数。
则梁的平均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

ｊ＿（ｒ）＝；ｊ，Ｌ（ｘ，，）ｃ。ｒ＝，二＋；ｌ；１１－：：—！：；；｛｝：ｊ：！！一ｅ【口ＰＧ。＋ｄＰ（ｎⅡ／￡）２

Ｊ，

（４，６）

＝Ｌ＋∑ 望二业：堡。寺
ｎ＝ｌ

２可瓦丽

胛７【

Ｌ２

１Ｈ

式中：ｆ。我示温度衰减时间常数。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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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以提取出未知参数ＧＤ，用来验证忽略高阶项的误差分析，即

矿（吾

（４．８）

ＧＤ＝
Ｔ２一Ｔｌ

注意到在求和中，只有奇数项有效，当时间足够长时，求和中的高阶特性函数项可以忽略不计，
即ｎ可取１．则悬臂梁的平均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简化为：

Ｆ。，＝圭｝ｒｃ墨，，出＝瓦＋ｃｅ一÷，，＞屯

ｃ。－。，

三２

”石万瓦丽
ｄ。【ＧＤ三２＋兀２】

（４．１０）

ｃ＝等＝壶∽删ｓ蛙ｘ皿

弭…

式中：ｆ表示一阶温度衰减时间常数，在这里Ｃ是一个与时间、位置无关的常数项。式（４－９）与牛

顿冷却定律相吻合㈤。
冈此，双端固支梁冷却过程中，其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
ｆ

月（ｆ）＝Ｒ。４＋ａｉ［Ｆ（ｆ）一瓦］＋ｄ２【ｆ（ｒ）一咒】２｝＝Ｒ。［１＋ａｌｃｅ‘＋ａ２ｃ２Ｐ’】ｔ２）２１．４（
式中：Ｒ。是对应初始温度瓦的电阻，ａｌ（足。）表示线性温度系数项，ａ２（世＿２）表示二次温度系数
项。
上式可以改写为：

月（ｒ）＝Ｒ。［１＋ｃｌｅ ７＋ｃ２ｅ。］

（４—１３）

式中定义：ｃｌ＝ａｉｃ，ｃ２＝口２ｃ２。
在热稳态即冷却时间，＝０时，般端ｌ吉ｆ支梁的电阻为：

Ｒ（ｏ）＝也［１＋ａｌｃ＋ａ２Ｃ２】

（４一】４）

式中：Ｒ（０１表示冷却开始前即热稳态时的电阻。
实验测试时，通过测量得到双端同支梁冷却过程中电阻与时间的变化关系，然后利用理论公式
（４－１３）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分析，便可以提取出ｃＩ、ｃ２以及时间常数项ｒ的值，进而根据ｃｌ、Ｃ２
的定义和式（４—１４）汁算得剑多晶硅电阻的线性温度系数项ｑ和二次温度系数项ａ２的值。

４．２．２

电阻温度系数模型的误差分析

为了分析式（４－６）中忽略求和高阶项的合理性，用恒定加热功率加热悬臂梁米分析悬臂梁上的
稳态时温度分布，把分析得到的温度分布矿（ｘ）代入式（４．５）中进行积分，从而可以得剑Ｆ列比例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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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２×（磊１一南
；×ｃ三一丢矗，

关系（庄求和中只有奇数项有效，偶数项系数均为０）

笠：

８匹

Ｃ】一［１—－（－—１）］Ｂ
７ｃ

兀

兀

（４一ｌ ５）

氕一十Ｕ。上，

这个比例关系与加热功率的大小无关。把下文表４－１中的典型参数值带入式（４—１５），得剑ｃ：／Ｃ．
的值是：

乩。…一ｏ

ｚ舶％

㈨㈤

根据式（４．１５），进一步分析有：

－Ｃｉ≈９７．１％

（４．１ ７）

Ｚｃ。
根据ｊ二述分析，同时注意到第三项及其之后各项的时间常数项也小于第一项的时间常数，冈此
忽略求和中高阶项的误差很小，说明式（４－９）对ｎ取１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使Ｈｊ了Ｇ。中各参
数的典型值进行忽略高阶项的误差分析。在Ｆ文的Ｍａｔｌａｂ拟合分析中，该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到验证。

４．３瞬态电热模拟分析与验证
为了验证模型建立的止确性和这种提取温度系数方法的可行性，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进行了三维有
限元瞬态电热分析。
模拟时首先进行稳态分析，得到一定施加电压下双端固支梁的温度分布，然后再进行瞬态冷却
分析，提取出电阻随时间的衰减关系，得到冷却过程中电阻随时间变化的一系列值，利ＨＪ理论模型
中电阻随时间变化的指数关系式进行拟台分析便能提取出Ｃ１、ｑ的值，然后根据其定义和式（４－１４）
米计算得到多晶硅电阻的线性温度系数项ａ１和二次温度系数项ａ２的值。因而，这种模拟分析的方法
能反映实验测试的真实情况。
４｜３．１

瞬态冷却分析与电阻温度系数模型的验证
Ｉ利４．２是电阻温度系数在线提取结构的热电分析网格划分示意图（分析时选用热电分析耦合场

Ｓｏｌｉｄ９８单元），片先进行稳态电热分析得到冷却时的初始温度分布和初始电阻（即热稳态时的电阻）。
袁４－１是模拟分析使用的烈端『刮支梁结构参数，模拟使用的结构几何尺寸与后文实际制作的结牛勾尺

寸相同。袭４－２是计算等效传热系数使用的典型参数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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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Ｉ模拟分析使用的双端同支梁结构参数

双端同支梁１

长度

宽度

厚度

２００１Ｊｍ

１０９ｍ

２１．ｔｍ

热导率，ｋ（设定值）

２８ ３ⅥｙｍＫ

ｘ１矿ｎ

２ ３２，１

初始电阻率，ｐ０
多晶硅薄膜密度，Ｄ

ｍ

２ ３９ ｃｍ。

多晶硅薄膜热容ｏ

０．７７Ｊｇ＂１Ｋ。１

表４．２等效传热系数使用的典型参数

＼参数

椭＼

热导率

Ａ计

００２６Ｗ／ｒｎＫ

ｓｉ３Ｎ４
Ｓｉ０２

图４．２

２．２４
１

Ｗ／ｒｎＫ

４Ｗ／ｒａＫ

厚度
３９ｉｎ
０ ６ ｐ．ｍ
１

Ｏｍ

电阻温度系数在线提取双端固支梁结构的热电分析网格划分（提取结构１）

图４．３是对应施加电压即冷却分析时双端固支梁稳态温度分布曲线，该温度分布也是瞬态冷却
分析时的初始温度分布。在模拟分析时，是能够得到冷却瞬态分析的初始温度分布，并可以求得其
平均温度增鼍，这在实际测量时是不能得到的。
注意到这个冷却初始温度分布函数经对位置Ｘ积分后归入了常数项ｃ，见式（４．５）与式（４－１１）。
这个常数项可以根据电阻随时间的变换关系曲线的拟合分析来提取，因此，具体的温度分布我们无
需戈心。也就是说．无需进行稳态传热的理论分析来得到热稳态时梁的温度分布解析关系式，从而
简化了热电分析过程，也避开了稳态传热分析二阶微分方程中的温度平方项。

＾

兰
。

与

鱼
＆
Ｅ

图４．３模拟分析得到的热稳态时烈端同支梁的冷却初始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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戕端Ｉ州支梁加热前的电阻，即对应初始温度疋的电阻是

Ｒ。＝Ｐｏ之＝２，３２５ＫＱ
Ｗ／＇／

（４．１８）

冷却前即热稳态时戕端吲支梁的电阻是：

尺ｒ０１：上盟：——型，＿一。１．５５０７ＫＱ
—ｌ…。日３．２２４４ｍＡ
式中：％脚“和，…。。ｄ分别表示冷却前即热稳态时所对应的施加电乐和测量电流，

（４．１９）

Ｒ（ｏ）表示对府

冷却初始温度的稳态电阻值，即冷却分析开始时双端圃支粱的电阻值。

比较双端固支梁稳态温度分布时即冷却初始电阻与对应初始温度瓦的电阻，有：
Ｒ（ｏ）＜Ｒ。

【４．２０）

可以看出，多品硅电阻表现｛Ｕ负温度效应。 这和相关理论和模拟设定是相吻合的㈣㈣¨３Ｉ。
需要说明的是：
不管是正温度效应还是负温度效应，本文提山的这种提取温度系数的方法都是适用Ｉ可行的，这
点才是本文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模拟分析止温度效应，那么在设定薄膜参数时，电阻率就应该设置
成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在实际测试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实验测试中，我们可以直接测
得粱冷却时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实验测试比模拟分析要简单。
在实验测试时，发现表面加工多品硅薄膜其电阻随施加电压增人而减小，也就是说，多晶硅电
阻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电阻呈现负温度效应。因此，在模拟分析时，设定多晶硅薄膜电阻为负温
度效应。显然，对丁－ＪＥ温度效应，这种模拟分析方法仍然是适用的、可行的。模拟分析的目标是看
根据建立的理论模型能否提取出相关参数，且提取的参数与理论设定值之间是否能较蚶的吻合。
下面对双端固支梁进行瞬态冷却分析，来得到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冷却分析时，首先要断
开原施加电压，闪此，在双端固支梁上没有加热电流．模拟分析的过程与实验测试一致。分析时，
不考虑测试电流自加热对电阻变化的影响，在下文中再来分析测试电流自加热对电阻测量的影响。
图４．４是一定施加电压下般端同支梁的稳态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云图。这个温度分布
也就是进行梁冷却分析的初始温度分布。图４．５是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进行冷却分析得到的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关系。

幽４．４一定施加电压（４．ＯＶ）时的稳态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卒气间隙３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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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ｍ￥）

图４．５模拟分析得到的平均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得到了温度随时问的变化关系，由于ＡＮＳＹＳ热电模拟自身的特点，还需要通过热电稳态分析
来得剑对应平均温度的电阻。冷却分析时，任意时刻对应的温度分布通过模拟是可以知道的，在稳
态分析时，找到这个温度分布，便可以知道对应的时刻，是然，知道对应时刻的温度分布，便可以
提取出该时刻对应的电阻值，从而可以描述出梁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４．６所示。

图４．６模拟和拟合分析得到的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根据模拟得到了电阻随时间变化的一系列对廊值，然后利用Ｍａｔｌａｂ二次指数关系进行拟合分析

便ｎ＿『以提取出理论关系式（４－１３）中的两个常数项，进而得到多晶硅电阻的线性温度系数项口一
次温度系数项口２，如表４１３所示。图４．７是根据模拟分析提取得到的温度系数描述出的电阻和温度
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温度变化不人时，电阻和温度基本是线性关系，我｛ｌ＇ｌｇ以进一步拟台
分析得到这个线性电阻温度系数，从而简化测量和计算过程。在下文的热扩散系数测量中，就利用
了电阻和温度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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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４－３模拟分析提取的参数

Ｉ线性龃度系数

二次温度系数

ｌ毗（Ｋ－Ｉ）
１．４

啦（Ｋ ２）

４３４４×１０４

—４ ７３１２×１０’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ｏ

ｆⅣ）

图４．７模拟分析得到的电阻和温度的关系

４．３．２测试电流自加热对电阻测量的影响
要测量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必须要施加一个测试电流，测试电流的存在会产生自加热现象。
Ｆ面来分析１９加热现象存在对电阻测龟的影响。图４．８是测量电流为Ｏ．１ｍＡ时梁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４．８测试电流为０．ｈｎＡ时的温度分布
白加热产生的电阻变化量与初始电阻的比是

坐：ｏ．２ｌ％

（４．２１）

Ｒ。

ｉｆｌ加热产生的电阻变化量与冷却初始电阻变化量的比是

竺生：０．６２％

（４．２２）

Ｒ。一Ｒ（０）
从上述分析可知，适当控制测试Ｉｂ流，则测试电流产生的自加热对电阻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引。
在实验测试时，可以先在梁两端施加一较小的恒流，如果此时梁电阻变化很小，儿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Ｌｂ流作为测量电阻变化时的测量恒流。实验测试可匕上通过串联一个人电阻来实现。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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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提取
从图４．７模拟分析得到的电阻和温度的关系可知，当温度变化不人时，屯阻率与温度近似成线
性变化关系，则电阻率和温度的关系可以表示为１１ ７１１１８胛】【２０１：

ｐ＝成［１＋４（Ｔ一瓦）】

（４．２３）

式中：尸、ｐ。分别是平均温度ｆ和环境温度咒时的电阻率，孝（足。１）是线性电阻温度系数。
因此，双端崮支梁冷却过程中，其电阻随时问的变化关系即式（４－１３）可以简化为：

Ｒ（Ｏ＝Ｒ。［１＋ｇＣｅ’】

（４．２４）

式巾：Ｒ。是初始温度瓦时的电阻。
便可以提取山多晶砖薄
膜的热扩散系数，即有：

止一马
（４．２５）

圹焉Ｔｌ ｉｒ２

式中：ｒ．、ｚ，表示梁１和梁２冷却时的衰减时间常数，上１、￡２分别表示粱１和梁２的长度。
对式（４．２４）两边进行对数变换，可得：

砌：ｌｎ鱼二型：Ｉｎ（一４ｃ）一一１，（４－２６）
Ｒ。
一

彳

也式中第一项对数有一负号，是冈为该表面加工多晶硅电阻具有负温度效应，即电阻随温度的
减小而增加，在冷却过程中电阻逐渐变大到加热前的电阻。
上文已经分析了眭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２００９．ｍ、１０ｐ．ｍ和２“ｍ梁的冷却特性。ｒ面分析另一
个不同尺寸梁的冷却特性（跃度是２５０．ｕｍ、宽度和厚度与前一个梁相同，分别是１０Ｉ＿ｔｍ和２ｐｒｏ），便
可以提取出多晶硅薄膜的热扩散系数。
模拟分析的过程和设定参数值与前文相同，在此直接给出模拟结果。
图４．９是固支梁２的三维热电分析网格划分示意图，图４．１０是一定施加电压（４．ＯＶ）时的稳态
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云图。
圈４．Ｉ Ｉ是模拟分析得到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图４．１２是两个梁的电流一电压特性，从图中可

以看出，梁电阻随施加电压的增加而减小，也就说该表面ＤＨ上多晶硅电阻具有负温度效应，即其温
度系数为负值，这和模拟设定是相吻合的。
根据模拟分析得到的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再经过式（４．２６）的对数变换，便可以描述出的
函数Ｆ（ｆ）与时问的函数关系，如图４．１３所示。
值得强调的是，在对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时，无需知道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的大小。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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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９三维热电分析网格划分示意图（提取结构２）

图４．１０一定施加电压（４．０Ｖ）时的稳态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窄气间隙３¨ｍ

殳

一

８

嚣
∞

罡

蚓４．１

１

模拟分析和拟合得到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提取结构２）

‘
Ｅ

△２５０ｉＪｍ—ｌｏｎｇ
００ｐｍ－ｌｏｎｇ

一

ｅａｍ

。
ｏｌｔａｇｅ（矿）

４．１２梁的电流一电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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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

式（４－２６）中函数Ｆ（ｆ）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两条直线的斜率分别是一一１、一ｌ
ｒ１

从而可以根据式（４－２６）很容易的提取得出多晶硅薄膜的

ｆ２

热扩散系数。表４－４是模拟分析提取得到时间常数与根据模拟设定参数计算得到时间常数的比较。
可见两者的误差很小。
表４．４模拟分析提取参数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理论值

模拟提取值

误差

而（ｍｓ）

０１２０２

０．１２５０

３．９９％

ｆ２（Ｉｌｌｓ）

０．１４５８

０１５１６

３．９８％

旷祭黑筹乌黑筹：０．１５４７
％２币而而—丁系丽币Ｗ２

将ｒ述模拟提取时间常数带入热扩散系数的模型中，可得

ｃｍ２。。
８

件ｚ，，
¨《¨

模拟分析提取得到热扩散系数与根据模拟设定参数（见表４－１）计算得到的热扩散系数（即有

口．：』生：ｏ．１５９８ｃｍ２

Ｓ＂１）之间的误差是３．１９％。可见，这种提取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得方法

‘ｐｃ９

是正确可行、简单可靠的。到此，已经分别给出提取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热导率和热扩散系数的
方法，显然根据热容的定义，还可以进一步提取山多晶硅薄膜的热容。

４．４结论
本章提出了一种在线提取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系数的方法。论文给出ｒ热电学模犁和测试方法，
并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和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模拟和拟合分析，验证了该测试方法是正确适用的。
该测试方法还可用于提取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和热容。值得提出的是，在热扩散系数的提取
中，无需戋ｆ『道薄膜的电阻温度系数，这对分析其它ＭＥＭＳ器什的瞬态热电特性和监控器件设计部具
有实际应川价值和指导意义。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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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

扎论文前部分已经详细介绍了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结构的设计原理及测试提取方法。给
出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的拟合分析提取方法，』ｒ利用ＡＮＳＹＳ…模拟分析，验证了其能实现多晶硅
薄膜热学参数的在线测试。
测试结构在北人微电子所表面加工Ｔ艺线上ＤＤ上Ｎ作。利用本实验室的测试探针台和数字存储
显示器以及其它一些常用的实验仪器进行ｒ实验测量。实验验证该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是正确可行
的。能实现对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学参数的在线测试和监控器件制造工艺。
下面按版图设计、上艺加Ｔ、实验测试等进行详细阐述。

５．１版图设计与加工制作

５．１．１版图设计

测试结构在北大微电子所的表面加上ｊ二艺线上进行加工制作，我们根据其设计规则米绘制测试
结构制作版剧，这种版图没计规则对其他表面微机械器件也是适用的。版图设计如图５．Ｉ所示，只
需３块光刻掩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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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学参数在线测试结构版图

测试结构加工制作

在线测试结构制作工艺流程如图５．２所示
二氧｛ｔ硅

（ａ）

蔷ｔＬ；：采用单曲抛光的（１００）Ｎ型硅

（ｂ）氢氧含成３０００Ａ，温度：１０００ｖｃ

厚度为５２５ ｇｍ
ＰＳＧ

氮化硅

－硅衬底

（ｃ）ＬＰＣＶＤ Ｓｉ３Ｎ４１８００Ａ，温度：７８０。Ｃ

ｔｄ）ＬＰＣＶＤＰＳＧ２９ｉｎ气氛：ＴＥＯＳ磷烷，温度：６８０＂Ｃ

第五章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

ｆｅ】ＬＰＣＶＤ Ｐｏｌｙ—Ｓｉ

２９ｍ，Ｐ＋离子汴入，退火：１０００＂Ｃ，光刻

（Ｏ溅射ＡＩ，１５０００Ａ，光刻，脯蚀铝（磷酸）

（ｇ）充分置换升牛法，腐蚀ＰＳＧ释放结构

图５．２测试结构制作ｒ艺流程图
表５．１给出了所有测试结构制作加工工艺参数，制作工艺中含有本实验室其他测试结构芯片的
制作，包括多晶硅薄膜断裂强度测试结构，应力应变测试结构、杨氏模最测试结构等。制作加１一在
北大微电子所完成，共制作了４英寸硅芯片４片。本论文设计研究的在线测试结构制作工艺简单，
只需３块掩模版，即牺牲层版（阴版），多晶硅版（阳版）和铝版（｜ｊ开版），可以随表面微机械器件
制作工艺加工制作，符合在线测试要求。幽５‘３是测试结构ＳＥＭ图片。
表５－１测试结构制作加Ｔ＿Ｔ＝艺
工序名

片号片数

工艺要求及实验说明
采用单面抛光的（１００）Ｎ型硅

Ｉ

各片

厚度为５２５ ｇｍ，２￣４０ＨＭ
２

３

淀积

４

１～４

ｃｍ

氧氧合成３０００Ａ

ｌ～４

气氛：氢气加氧气温度：１０００＇Ｃ

Ｓｉ羽４

１～４

气氛：ＮＨ３加ＤＣＳ温度：７８０＂Ｃ

Ｉ－－４

气氛：硅烷温度：６１０℃

ＬＰＣＶＤ

ＬＰＣＶＤ Ｐｏｌｙ．Ｓｊ

１８００Ａ
３０００Ａ

５

注八

Ｐ十，５Ｅ１５，８０Ｋｅｙ

ｌ～４

６

光划

（零层Ｐｏｌｙ－Ｓｉ的图形）

１～４

７

剿蚀

ｍＥ

Ｐｏｌｖ＿Ｓｉ

ｌ－－４
３０００Ａ
ＬＰＣＶＤ

８

ＰＳＧ

１～４

淀积

光刻

ｌＯ

腐蚀

１Ｉ

光刻

（ｂｕｍｐ图形转移）
ＢＨＦ ＰＳＧ

５０００ｈ

（ａｎｃｈｏｒ图形转移）

气氛：ＳＦ６

Ｈｅ

气氛：ＴＥＯＳ磷烷
温度：６８０。Ｃ

２ｕｍ
９

工艺，实验条件记录

ｌ～４
１～４
ｌ～４

ＲＩＥ
ｌ

２

ｌ～４

刻蚀
ＰＳＧ（约ｌｊａｍ）

气氛：ＳＦ６

ＣＨＦ３

ｌ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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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ＨＦＰＳＧ
１３

腐蚀

约１Ｈｍ ＰＳＧ（约１ｐ，ｍ）

ｌ～４

至ｐｏｌｙ－－０层
１４

光刻

Ｓｉ３Ｎ４图形转移

ｌ～４

ＲＩＥ

Ｓｉ３Ｎ４（约１５００Ａ）＋
１５

刻蚀

ｌ～４

气氛：ＳＦ６

ＣＨＦ３

Ｈｅ

Ｓｉ０２（约３０００Ａ）
至衬底
１６

淀积

ＬＰＣＶＤ Ｐｏｌｙ－Ｓｉ ２ｐ，ｍ

ｌ～４

１７

注入

Ｐ＋，５Ｅ１５，８０Ｋｅｖ

１～４

１８

淀积

ＬＰＣＶＤ

条件Ｉ—Ｊ前

ＰＳＧ＋ＳｊＯ。

，２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Ａ

１～４

条件同前

退火
１９

退火

ｌ～４
１０００℃．１Ｉ｛，Ｎ，
ＢＨＦ

２０

ＰＳ（ｈ ＳｉＯ，

光刻

１～４
至一层Ｐｏｌｙ－－Ｓｉ

２ｌ

光刻

２２

刻蚀

一层Ｐｏｌｙ·Ｓｉ圈形转移

ｌＮ４

ＩＣＰ一层Ｐｏｌｙ．Ｓｉ
２ｕｍ至ＰＳＧ

Ｉ～４

气氛：ＳＦ６

Ｃ４Ｆｓ

Ｈｅ

过刻３０００Ａ
２３

溅射

Ａｌ，１５０００Ａ

ｌ～４

２４

光刻

金属铝图形转移

１～４

２５

腐蚀

腐蚀铝

１～４

磷酸
ＢＨＦ腐蚀ＰＳＧ释放结构
用水置换ＢＨＦ用ＩＰＡ置换水

释放
２６

释放

１～４

充分置换升华法

用环已烷置换１ＰＡ
使环已烷降温凝固
接着升温，环已烷升华

沣：场氧层和淀积的氮化硅层作为电加热的电绝缘层和热隔离层

图５．３测试结构ＳＥＭ图片

第五章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

５．２

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的在线测试

图５．４是提取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测试结构的ＳＥＭ图片，为了能够很好的说明这种提取方法的
可行性，也为了能够相互比较，选用了两个不同长度的同支梁（长度分别是２５０¨ｍ和２００”ｍ，其宽
度和厚度分别是１０１．ｔｍ、２ Ｆａｒｏ）米进行实验测试分析。

图５．４提取多晶砖电阻温度系数测试结构的ＳＥＭ图片

Ｐ川
ＳＯＵ

图５．５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及热扩散系数测试电路连接示意简图
图５．５是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及热扩散系数测试电路连接示意简图。这个电路使用周期为２，，（Ｉ：Ｌ

ｆ。＞＞ｒ１）的方波信号作驱动电源（其高电平是心，低电平为ｏ），且测试电流』。足够小，使得在
这个测试电流ｒ，粱由于Ｆ１加热产生的电阻变化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川。即：
Ｖ

Ｖ

７，西靠“毒’Ｒｃ＂即）

∞。ｌ’

根据式（４－１３）．有：

ｖ（ｔ）＝ＩｃＲ（ｔ）＝ＩｃＲ。【１＋ｃｌｅ

７＋ｃ２ｅ

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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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此，矿（ｆ）与月（，）具有相同的时间依赖关系。
实验测试时．直接把待测芯片放置在探针台上，按图５．５电路连接好，利用脉冲电源的正半周
加热至热稳态，利用其负半周期测两个固支梁上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脉冲周期远大丁时间常数），
如图５．７、幽５．８所示。幽５．６是两个梁的电流一电压特性。从图中可以看Ｈｊ，该多晶硅薄膜具有负
电阻渴度效应。

△２５０ ｕｍ—ｌｏｎｇ ｂｅａｍ
气

√

２００ｔＪｍ—ｌｏｎｇ ｂｅａｍ

０

霜

／ ≯一

芒

巴

８

形
孺

ｚ，一

／边

√ 厂譬≥，

．．．‘ｄ

—盘一

Ｖｏｌｔａｇｅ（矿）

图５．６梁的电流一电压特性
０葛

ｒＪ２Ａ

０加

一１３ ２２

皂

量ｏ“
呈
０

２

０１９

１３’Ｂ

图５．７实验测得的输出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与最佳拟合匹配分析：梁ｌ
０３

０ ２９

０∞

一０ ２７

苎

虽Ｊ

０．２６

耋
０ｚ

０２４

０力

０２２

ｌ划５．８实验测得的输出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与最佳拟台匹配分析：梁２
根据实验测得曲线与理论关系式的最佳匹配拟合分析，得到表面加＿Ｌ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系数
６６

（线性温度系数项）．“２＝·４—７３１２“１旷Ｋ’。一仉７４

Ｋ一１

分别是：ｄ１＝．５．４３５４×１０４

可以描述…电阻随温度得变化
３ ７５

ｊ曩了ｉ萼…Ｆｊ．｛

３

呈２琵

弘
蔓

眷２，２
芷

１

５．３

７

匿≥≥≤拜＃

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

线性浆蒜｝鬟絮吴嬲麓交了瑚删祓盹栅骗度：

。。。：：主鬟：孟篇篙篆妻剁加一删燃槲ｔ恸堋

显然，粱的电乘与电阻有和时间相同的衰减变化关系口弼式幅一３’堪’¨”３”１”…’。‘

同的表斌蝴圳黼果描述岬Ｈｎ半＝ｌｎ（－尝Ｃ）÷雌棚邮·１０膈。
一１

。，５‘

．１

逸

。５

１．

蔑

≮ｊ

甜ｄ
．３．Ｅ
目

ｌ

一

—Ｉ△２５０ｕｍ—ｌｏｎｇｂｅａｍ ｌ。
ｆ ２００ｐｍ。｜”ｇｂ”■
ｏ

熊

ｊ

ｋ…毒＿…．．

《

１

，
‘Ｊ｛

≮惫

ｋ

。５

广高０１
５．１０

苺

５

．４

＼
．

柏

数Ｆ（，）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条直线的斜率分别是一去、一去，从而可以根据式（４七５）很容易的提取山多晶硅薄膜的热
散系数，其实验测量值是Ｏ．１６５

ｍ２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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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

５．４．１

Ｔ型测试结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

图５．１１是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测试结构阵列ＳＥＭ图片。利用实验室常用的探针台、、ｐ导体
参数分析仪和数字电压表就可以进行测晕，并描述出施加电压、电流和加热条电压降之间的关系，
实验结果分别如图５．１２～图５．１７所示。然后便可以根据第三章建立的模型提取得到多品硅薄膜的热
导率。

（ａ）参考结构的ＳＥＭ图片、加热条局部

（ｂ）测试结构１的ｓＥＭ图片

（ｃ）测试结构２的ＳＥＭ图片

国５．１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测试结构阵列ＳＥＭ图片

第五章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

ｔ
／

７
彳
／
／
／

夕

／

／≮
Ａｏｐｌｉｅｄ

Ｖｏｔｔａｇｅ（Ｖ）

图５．１２参考结构中旌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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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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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Ｃ Ｖ）

图５．１３参考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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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７
／
／
／

／
多’

／
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例５．１４测试结构１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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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

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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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５．１５测试结构１中测量电压与测最电流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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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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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ｙ）

图５．１６测试结构２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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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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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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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Ｖ）

图５．１７测试结构２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从三个结构的电压电流关系曲线中，可以看出电阻呈现出负温度效应，这个前文对温度系数的
测量是相吻合的。当二个结构叶１加热条的电阻变化量相同时，显然它”ｊ就具有相同的温度变化量△ｒ。

需要测得的量是二个结构中的加热功率，只。、＃２和只和加热条的温度变化量△乃。通过上述实验

第五章测试结构实验与结果

已经得到了模犁中所需的各个参量，从而可以根据式（３．２２）提取出多品硅薄膜的热导率‘２１１３１，如图
５．１８所示。

｝—ａ—＿ ，——口Ｈ
她

Ｌ—ｔ卜—６—１Ｈ ］＿—＿［Ｈ 卜ｑ
０

塞

釜

尊

ｒＣｒ）

图５．１８实验测得的热导率与温度关系曲线
５．４．２

ＦＩ型测试结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

图５．１９是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ｎ型测试结构阵列ＳＥＭ图片，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宽度与加热
条的宽度相同。同理，我们利用实验室常用的探针台、半导体参数分析仪利数字电压表就可以进行
测茸，米描述出施加屯压、电流和加热电压降之问的关系。实验结果分别如图５．２０～图５．２３所示。

（ａ）参考结构的ＳＥＭ图片

（ｂ）测试结构的ＳＥＭ图片

图５ １９表面加上兀型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提取测试结构ＳＥ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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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０参考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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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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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２测试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最电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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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矧５．２３测试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当｝Ｉ＝【ｉ个结构中加热条的电阻变化量相同时，它们就具有相同的温度变化量△７１，式（３—４８）进一
步简化为”㈣；
幅４１

驴咯一知一等·１∥１丽ｌ

式中Ｐ和斥分则是测试结构和参考结构的加热功率。根据简化了的模型式（５＿４），提取出多晶砗薄
膜的热导率，如图５．２４所示。

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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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眯）
图５．２４实验测得的热导率与温度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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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步说明的是，在第三章的模拟分析时，设定的电阻温度系数是止值，即电阻随温度的
增加而增加。在实验测试时，发现该表而加Ｔ多品硅薄膜其电阻呈现负温度效应，即电阻随温度的
增加而减小。实际上，对于半导体热敏电阻来说，通常表现山负温度效应，对丁温度变化较大的情
况，电阻是非线性的ｐ Ｊ，这一点在本文的实验测试中得到了验证。测试表明，本文制作的多品硅薄
膜具有较人的方块电阻，是１１６．２５Ｄ．／ｓｑ。对于一些重掺杂多晶硅薄膜来说（电阻率较小），小管是
ＣＭＯＳ Ｊ．艺制作或表面工艺制作的，往往表现出正温度效应Ｈ Ｊ【ＭｐＪ。而对丁相同制作＿ｌ‘艺梁来说．悬
空的梁与不悬空的粱却也表现山不同的电阻温度放应【Ｉ…。
实际上，不管多晶硅薄膜表现出什么样的电阻温度特性，它都不影响对多晶硅热导率、多晶硅
热扩散系数及对多晶硅本身电阻温度系数的提取，因为在模型建立时．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电阻温度系数只影响对温度本身的提取，而不影响热导率模型的止确性，这一点才是笔关重要的。

５．５结沦

本章通过实验测试出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系数、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和多晶硅薄膜的热导率。
实验进步验证了该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构可以麻用于实际工艺线，能够实现监控器件制造Ｌ艺和多
晶硅薄膜热学参数在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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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建立热导率模型时，对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化处理；在结构制作过程中，由于光刻、掩模版
对准等一Ｌ艺误差会使实际制作的结构尺寸与版图设计的结构尺寸产生偏差，这些冈素的存在都有可
能会对实验测试结果产生影响。下面主要分析模型和结构误差对热导率测试的影响。

６．１模型误差分析
６．１．１理论分析
在建立：热导率模型时，对辐射散热进行了线性化处理，因此热导率模型误差仅来源丁对辐射散
热的线性化处理。微元体侧面和上表面由于辐射散失的热量：

Ｑ月＝（２ｈ＋叻ｓ仃（，４一野）ｄｘ

（６－１）

式中：ｗ、ｈ分别是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宽度和厚度（参见前文）。
线性化处理后的辐射散热量是：
（６－２）

ＱＲ＝４（２ｈ＋ｗ）ｓＤ霹△７＿咖

式中：ｓ是梁的辐射发射率（在这里取１．Ｏ），盯＝５．６７×１０“矿／（ｍ２·Ｋ４）是斯忒藩一波耳兹曼常数，
Ｔｏ是初始温度。
从＿而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由于辐射散失的能量可以通过下式来估算
￡

绋＜Ｊ＇（２ｈ＋ｗ）ｅｃｒ（Ｔ？一碍）出＝（２向＋ｗ）三盯（巧一万）

（６．３）

０

辐射散热的线性化处理散失的能量：
０

，

、

ＰＮ＜Ｊ４（２＾＋ｗ）印四（瓦一瓦）ｃ＆２４（２ｈ＋ｗ）￡Ｄ露（瓦一瓦）

（６－４）

０

式ｒ『】：Ｌ、ｗ和ｈ是悬臂粱的Ｋ度、宽度与厚度，瓦是加热条的温度。上式显然是成立的，冈为恳
臂梁上任何一点的温度都是小于至多等于加热条的温度。
根据上式，在加热条温度变化在５０Ｋ～１５０Ｋ范围变化时，对于实验制作的测试结构中的悬臂

梁几何尺寸，即长度分别是２００ｐ，ｍ和１５０ｐ．ｍｔ宽度和厚度分别是１０Ｉ＿ｔｍ（或１５１ｘｍ）和２岬，不管是
温度四次方还是对温度进行线性化处理，由于辐射散失的热量在ｌＯ

～１０－７Ｗ量级，两者的散热量

是菲常接近的。而根据前文的模拟分析和实验测试，可知流入悬臂粱区域的加热量住ｌＯ。３∥量级，
可见辐射散热故火的能量是远远小于悬臂梁的加热功率，因而由于辐射散热消耗的热量基本可咀忽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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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计。显然，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处理是合理可行的。这与本文和文献ｒ｛Ｊ的理论分析及实验测试
是相吻合的１。”，且加热条在这个温度变化范围内也是能够满足测试灵敏度的要求。

６．１．２模拟验证
为了验证对辐射散热线性化处理甚至忽略辐射散热的合理性，本文利用ＡＮＳＹＳＴＭ进行了三维
有限元热学分析。在这里，只分析辐射敝热及线性化处理对悬臂梁温度分布的影响，并和忽略辐射
散热进行比较。图６．１是模拟分析辐射散热影响的有限元模型。分析时，在悬臂梁前端（即与加热
条接触的顶端）施加面负载一热流密度，锚区施加温度约束（衬底温度），在悬臂梁与环境接触的三
个匾（上表面和两个侧面）分别设定辐射边界条件或等效对流边界条件（即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化
处理）。其模拟程序分别如ｒ描述，在这里给出了两次模拟分析｝￥序的不同部分。模拟分析了两个不
同热流密度时辐射散热的影响，模拟分析结果如图６．２所示，同时给山了在相同的施加负载时忽略
辐射散热时的温度分布。

图６．Ｉ

模拟分析辐射散热影响的有限元模型

·辐射散热分析部分稗序
ＡＳＥＬ，Ｓ，ＡＲＥＡ，，２

悬臂梁上表面

ＡＳＥＬ，Ａ，ＡＲＥＡ，，３

悬臂粱侧面

ＡＳＥＬ，Ａ，ＡＲＥＡ，，４

悬臂梁侧面

ＮＳＬＡ．Ｓ．１

ＳＥＡＬＬ，ＲＤＳＦ，１．Ｏ，ｌ

辐射边界条件，￡＝１．０

ＡＬＬＳＥＬ

ＳＰＣＴＥＭＰ，１．２７，Ｏ

定义空间温度

ＴＯＦＦＳ Ｔ．２７３．０

设定绝对温度

ＳＴＥＦ，５ ６ｅ．８

没定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数

·辐射线性化处理散热分析部分程序
ＡＳＥＬ，ｓ，ＡＲＥＡ，，２

１悬臂梁上表面

ＡＳＥＬ，Ａ，ＡＲＥＡ，，３

１悬臂梁侧面

ＡＳＥＬ，Ａ，ＡＲＥＡ，，４

ｌ悬臂梁侧面

ＮＳＬＡ，Ｓ，１

ＳＥＡＬＬ，ＣＯＮＶ，５．５１２，２７．０

１对流边界条件（把辐射项线性化再转化成等效对流系数４ｅｃｒＴ０３）

ＡＬＬＳＥＬ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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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辐射散热、辐射线性化散热与忽略辐射散热的比较
模拟分析表明，辐射散热的影响在本文的测试温度ｒ是非常小的，从而验证了模型建立时对辐
射散热进行线性化处理是合理的，同时从模拟分析也说明，在本文的测试温度范围内，甚至可以忽
略辐射散热的影响。因此辐射散热线性化处理对热导率在线测试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６．２结构误差分析
在结构制作过程中，由于光刻、掩模版对准等工艺误差都会使实际制作的结构尺寸与版图设计
的结构尺寸产生偏差，因此在实验测试时，要对结构的几何尺寸主要是测试结构中悬臂梁的宽度、
长度进行测量。下砸来分析由结构几何尺寸的偏差对热导率测试的影响。

６．２．１兀型测试结构误差

根据式（５－４），兀型测试结构中由于结构造成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误差Ａｋ。可以表示为：

叱＝ＡＩ＋她＋斋蛳＋篆△ｈ

州岳一争一嘉寺去·竽州岳一岳卜嘉争去，警

＋高磋＋筹一ｃ告一知一嘉审去－等

。。固

丕堕盔堂堂主兰些堡苎
一般表面加ｌ：Ｔ艺光刻误差小于０．５ｐｍ，结构尺寸也可在拍测试结构ＳＥＭ图片时或用专门仪器
测量测得．即结构中悬臂梁长度、宽度的绝对误差分别是：
Ａｌ＝，ｎ一，＝±Ｏ．５／ａｎ

Ａ／＾＝，ｈ一“＝±Ｏ．５／ｔｍ

（６－６）

Ａｗ＝Ｗｘ—ｗ＝±Ｏ．５ｔｚ，ｎ

由此可以计算出尺寸的相对误差分别是

坐：塑。１００％：０．２５％
ｌ

２００ｔｚｍ

ＡＩ。：堕丝×１００％：０．６２５％（６－７）
８０，ｍｌ

△ｗ：！：ｉ丝×１００％：５％
根据上述分析，由（６—５）可知，第一项反映了长度造成的误差，第二项反映了宽度造成的误差，
第ｉ项综合反映了加热条长度即等效散热系数测量的误差，第四项是厚度方向上的误差（在这里不
考虑薄膜淀积工艺产生的误差，因此这项的尺寸误差视为ｏ）。可见，由于结构带来的热导率误差主
耍来自对悬臂梁宽度和加热条长度造成的误差，这是由于相同的制作、测试精度，宽度和加热条长
度的相对误差比较大。同时注意到两者产生误差的符号相反，从而可以计算出该测试方法由于结构
对热导率测试带来的误差约为：

—Ａｋ—ｐ。４．３％

（６．８）

靠口

冈此，要减结构对热导率测试的影响，需要尽量减小悬臂梁宽度和加热条长度的相对误差。
６．２．２

Ｔ型测试结构误差

碾琚瓦Ｌ３－２２，，ｌ型碘¨瓯错饲甲田十蒴俐越厩多晶性搏腮熙哥军嗣误左Ａｋ。日Ｊ以表不为：

龇。：盟舡．＋笪址，＋笪△ｗ＋堑幽
‘却
Ｏｈ
’彪，
ＯＬ。
１

＝ｔ岳一吾，塑笔等等一喙一台，堡脊若等生，等

州鲁一番，丝等象等；丝一ｃ鲁一番，塑％挚，等ｃｓ剐
Ⅶ鲁一刍矗％一ｃ鲁一寺，矗％，击，ｉＡｗ
州岳一寺，若％一ｃ鲁一寺，老％，等

同理．Ｔ型测试结构中悬臂梁长度、宽度的绝对误差分别是：

ｆ△￡Ｉ＝上“一￡ｌ＝±ｏ．５ｕｒｎ
｛△三２＝Ｊ０２一￡２＝±ｏ．５，删
ＩＡｗ＝Ｗｘ—ｗ＝±Ｏ．５／ｚ’ｎ

（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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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计算出尺寸的相对误差分别足

垒生：—０．５ｐ—ｍ×１００％：ｏ．２５％
２００／ｔｍ

Ｌ】

ＡＬ，：！：！丝×１００％：０．３３％

（６一１１）

“

１５０／ａｎ

Ａｗ：！：！竺×１００％：５％
根据上述分析，第一、二项反映了对悬臂梁１、２的长度误差，第二项反映了悬臂粱的宽度误差，
第三项是厚度方向上的误差（在这里不考虑薄膜淀积工艺产生的误差，因此厚度误差视为０）。可见
结构带来的误差主要来自悬臂梁宽度的相对误差，这是由于相同的测试精度，宽度的相对误差较大。
从式中可见长度与宽度产生的误差符号相反。由此．可以计算出该测试方法由于结构对热导率测试
带来的误差是：

生“１２％

（６＿１２）

庀。

冈此，要减小结构对熟导率测试的误差，主要是要减小悬臂梁宽度带来的相对误差。

６．３本章小结
在实验测试时，发现恳臂梁的边缘往往不是规则的直梁。然而目前由于工艺造成的恳臂梁边缘
毛刺还没办法解决，这些误差往往是难以消除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有效的分析，只能尽量
提高１二艺制作水平。热导率的误著是模型误差和结构误差之和，由于模型建立对辐射散热进行线性
处理造成的误差基本可以忽略，网此误差主要来源于结构误差。根据上述分析，两种测试方法的结
构误差都小于５．０％，这么小的误差，是能够满足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测试要求。

东南大学博上学位论文

第七章

结束语

随着ＭＥＭＳ技术的发展，科研Ｔ作者会设计研究出越来越多的ＭＥＭＳ器件，因而能否及时掌
握薄膜材料箨种的参数，对于监控器件制造工艺、分析器仲性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丁在ｒｌ然环境Ｆ
使用的器件，这必然要求能在线提取器件的各种热电参数，这就需要设计所谓的“测试单元”。本文
就表面加丁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在线测试进行了研究。从结构设计、数学建模、软件模拟分析、加
工制作、实验测试等进行系统的分析验证。本论文可以归纳如下：
１．

对表面加下多晶硅薄膜电阻温度的在线提取进音亍了研究。给出了电阻温度系数模犁，进行

了软什模拟分析、并实验提取出非线性电阻温度系数。
２．对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进行了在线测试研究，设计两种不同的在线测试结构，给出了
热导率模型，井进行了模拟分析和实验验证。实验表明，该测试方法能够实现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
在线测试，能在丁艺线上应用。
３．

对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测试模本！和测试方法，进行了软

件模拟分析、实验提取出多晶硅薄膜热扩散系数。该测试方法能够实现多晶硅热扩散系数的在线测
试，且简单可靠。
４．

在建立模型时，综合分析了对流、辐射和向衬底传热对模型的影响。在热导率测试中，由

丁使用了等效消减的方法，使得测试时能有效的消除了探针的接触电阻和锚区散热的影响，人人提
高ｒ测试精度，减小了测量误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模拟分析时使用的电阻系数等参数是前人的实验理论数据，因此与本文实
验测得数值必然存在差异。模拟分析是通过软件模拟来验证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的可行性和止确性。
事实上，这个差异性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本论文设计的测试结构和测试方法能够实现薄膜热学参数的
在线测试，能够监控器件制造Ｔ艺，并能在实际上艺线上应用。
本文使用直流加热法，如果使用交流加热法来分析测试结构的瞬态热电特性，也是对提取薄膜
热学参数的有益探讨。而对薄膜传热进行二维传热分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在ＭＥＭＳ领域对薄膜制造工艺、显微组织与其材料性能之间关系的深入理解是预测、改善和充
分发挥薄膜材料的包括热电性能在内的各类性能、优化ＭＥＭＳ器件设计、扩人选材范陶和提高
ＭＥＭＳ器件寿命与可靠性的关键，所以，薄膜各种性能的研究和测试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引起了微电子学、力学、物理、材料等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尽管人们对薄膜的热电学行为和测试技
术已经进行了人量而广泛的研究Ｔ作，对薄膜与大块材料在热学行为之间的差异已经有ｒ“定程度
的ｎ辑，但这些研究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众多不清楚的问题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对丁
薄膜材料参数的在线监测来说，应有一个所谓的“测试单元”，单元中庸含有各种不同参数的在线测
试结构，住经历与ＭＥＭＳ器件同样的工艺后，其结构要能相应的反映出材料参数的变化，获得与器
件本身同样的热学、Ｌｂ学、力学、机械学等性能，然后利用方便怏捷的测试方法测出陪片或陪管的
荐种性能参数，这对在线监测器件制作上艺，优化ＭＥＭＳ器什设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ＭＥＭＳ
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各种新型薄膜材料的不断涌现，必将对薄膜材料的性能与测试技术提…更高的要
求，有待丁没计制作出含有各种薄膜材料参数“测试单元”的在线“测试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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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ｓｈｅｇｈｉ Ｍ，Ｔｏｕｚｅｌｂａｅｖ Ｍ，Ｇｅｅｄｓｏｎ Ｋ 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 ｆｉｌ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９，８（２）：１８０—１９１．

【１２］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Ｊ，Ｋｌｅｉｎｔ Ｃ Ａ，Ｖｉｎｚｅｌｂｅｒｇ Ｈ，Ｔｈｏｍａｓ Ｊ，Ｈｅｃｋｅｒ Ｍ，Ｎｕｒｎｕｓ Ｊ，Ｂｏｅｔｔｎｅｒ Ｈ，Ｌａｍｂｒｅｃｈｔ Ａ，

ＫＢｌａＺｅｌ Ｃ，Ｖｏｅｌｋｌｅｉｎ Ｆ．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ｅ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ｌａａｉｃ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Ｋ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ｍ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３ Ｔｗｅｎ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ＩＣＴ ２００３：６７７－６８１．
Ｌ Ｍ，Ｅｌ—Ｇｅｎｋ Ｍ Ｓ，Ｓｃｈｕｌｌｅｒ

［１３】Ｈｕａ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Ｋ ｉｎ

Ｍ 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ａ

ｖａｃｕｕｍ［ＡＭＴＥ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７．ＩＥＣＥＣ一９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７．２：１１９０－－１１９５．

【１ ４】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Ｄ，Ｕｍａ

Ｓ．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ｐｅｄ

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

ｌａｙ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１０（３）：３６０ｑ６９．

【１ ５】

Ｊａｎｓｅｎ

Ｅ．Ｏｂｅｒｍｅｉｅｒ Ｅ．Ｔｂｅｒｍａｌ

ｅ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Ｍｉｃｒｏｅｎｇ．，１９９６，６（３）：１１８～１２１．

【１６】Ｃａｈｉｌｌ Ｄ Ｑ Ｔｈｅｔ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３０

ｔｏ

７５０Ｋ：ｔｈｅ ３ ｏ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ｖ．Ｓｃｉ．Ｉｎｓｔｒｎｍ，

１ ９９０，６ １ ｆ２）：８０２－８０８．

［１７】Ｂｒｏｔｚｅｎ

Ｆ Ｒ，Ｌｅｅｓ Ｐ Ｊ，Ｂｒａｄｙ Ｄ

Ｐ－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ｔｈｉｎ Ｓｉ０２ ｆｉｌｍｓ．Ｔｈ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ｉｌｍｓ，１９９２，

２０７：１９７－２０１．

［１ ８］Ｎｏｒｗｏｏｄ Ｄ，Ｗｏｒｏｂｅｙ Ｗ，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Ｄ，Ｍｉｌｌｅｒ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ｃｈｉｐ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Ｄ．Ｄｉａｍｏｎｄ－ａ ｎｅｗ

ｈｉ曲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９１¨９１９．
［１９】

ＧｒａｆＴ，Ｇｌｕｔ Ｈ．Ｎｄ：ＹＡＧ ｌａｓ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ｅｎｓｅｓ．Ｌａ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ｓ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０３．ＣＬＥＯ／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０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２００３．４０：２２～２７．

【２０】

宋青林，夏善红，陈绍风，张建国．微尺度薄膜热导率测试技术．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２，２２（３）：
２８３～２９５．

【２ｌ】

Ｋｏｗｂｅｌ

Ｊ

ｗ，Ｗｏｉｄａ心Ｗｉｔｈｅｒｓ

Ｃ．Ｈｉｇｈ

ｔｈｅｒｍａＩ ｃｏｎｄｕｅ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ｓｅｒ ｄｉｏ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２．ＩＥＥＥ，５：２４２３－２４２８．

【２２】Ｌｅｅ

Ｓ Ｍ，Ｃａｈｉｌｌ Ｄ Ｇ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ｉｎ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ｌｍｓ．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１９９７，８１（６）：２５９０～２５９５．

［２３】Ｈａｒｒｙ

Ａ Ｓ，Ｊｏｈｎ Ｓ Ｓ，Ｐａｕｌ Ｇ Ａ Ｍ．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ｅ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ｒｏ．ＩＥＥＥ １９８９ 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４】Ｋｕｒ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９８９．２：１２１～１２５．

Ｋ，Ａｓｈｅｇｈｉ Ｍ，Ｔｏｕｚｅｌｂａｅｖ 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ｆｉｌｍｓ．１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９，８（２）：１８０－１９１．
Ｋｌｅｉｎｅｒ Ｍ Ｂ，Ｋｕｔｍ Ｓ Ａ，Ｗｅｂｅｒ Ｗ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ｉ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

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

【２５１

８３

ｆｉｌｍｓ

东南大学博十学位论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６，４３（９）：１６０２～１６０９

ｏｎ

【２６］

Ｂｒｏｔｚｅｎ Ｆ Ｂ，Ｌｏｏｓ Ｐ Ｊ．Ｂｒａｄｙ Ｄ Ｅ ＴｈｅｒｍａＩ ｃｏｎｄｕｃｆ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 Ｓｉ０２ ｆｉｌｍｓ．Ｔｈ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Ｆｉｌｍｓ，

［２７】

Ｃａｈｉｌｌ Ｄ 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ｏｎｄｕｃｆ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３０ ｔｏ ７５０Ｋ：ｔｈｅ ３ ｕ 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ｖ．Ｓｃｉ．Ｉｎｓｔｒｌｌｍ．

１９９２（２０７）：１９７—２０１．

１ ９９０．６１ ｆ２１：８０２－８０８．

【２８】

Ｃｈｅｎ Ｇ Ｚｈｏｕ Ｄ Ｙ＇Ｋｉｍ Ｃ Ｊ，Ｚｈｅｎ Ｘ Ｙ Ｌｉｕ Ｚ
ｓｕｐｐｅｒｌａＲｉｃｅｓ．１７ｔｈ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Ｆｅｎｃｅ

Ｌ，Ｗａｎｇ

Ｋ Ｌ，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ｌｏｙ－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８：２０２～２０５．

ｏｎ

【２９】

张立伟，马灵芝，唐祯安，蒋国平．一种用于测量Ｓｉ０２薄膜热导率的测试方法．测控技术，２００１

［３０】

Ｌｅｅ Ｓ Ｍ，Ｃａｌｌｉｌｌ Ｄ Ｇ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ｉｎ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ｌｍｓ．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１９９７，引（６）：２５９０～２５９５

［３１】

Ｃｈｕ Ｄ，Ｔｏｕｚｅｌｂａｅｖ Ｍ，Ｇｏｏｄｓｏｎ Ｋ Ｅ，Ｂａｂｉｎ Ｓ，Ｐｅａｓｅ Ｒ Ｆ．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３２］

ＭｃＣｏｒｍｅｌｌ Ｄ．Ｕｍａ Ｓ．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ｆ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ｐｅｄ 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 ｌａｙ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

【３３】

ｖｏｎ

【３４］

１ｒａｃｅ Ａ，Ｓａｒｒｏ

２０ｆ８１：２５－２７．

ｔ｝ｌｉｎ．ｆｉｌｍ ｒｅｓｉｓｔ．Ｊ．Ｖａｃ．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０１．Ｂ，１９ｆ６１：２８７４－２８７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１０（３）：３６０～３６９．
Ａｒｘ

Ｍ．Ｐａｎｌ

Ｏ．Ｂａｌｔｅｓ Ｈ．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ｈｅｌ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ｆｉｖｉｔ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Ｉ ＣＭＯＳ

ＭＥＭＳ．ＪｏｕｒｏａＩ 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９（１）：１３６－１４４．
Ｐ 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ｖ ａｎｄ ｄｉｆ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５】

Ｔａｔ 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１９９９．７６：３２３—３２８．
Ｃ Ｈ，Ｍｕｌｌｅｒ Ｒ Ｓ．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ｈｅａｖｉｌｙ ｄｏｐｅｄ 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Ｍ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ｆｉｌｍｓ．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１９８８，６５（５）：１４４２－１４４７．

［３６】

Ｊａｎｓｅｎ

【３７］

ＢａｒｗｏｌｆｆＡ．Ｔｏｍｍ Ｊ

［３８］

Ｓｏｎｇ Ｄ．Ｃｈｅｎ 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ｒｍｏ—

Ｅ．Ｏｂｅｒｍｅｉｅｒ Ｅ．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Ｍｉｃｒｏｅｎｇ。１９９６．６：１１８－１２１．

Ｗ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ｄｉｏ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４２１—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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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ＣＭＯＳ

图２．６

测试结构示意图及其热平衡流鼍图

３

图２．７

典型圃支梁测试结构

４

图２．８

微桥掺杂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５

图２．９

微桥掺杂多晶硅薄膜热导率的测试装置

５

ＭＥＭＳ工艺悬臂梁测试结构的几种典型结构

０，２

图２．１０

膜式热导率测试结构

６

Ｉ割２．１ｌ

范德堡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７

图２．１２

热学范德堡测试结构的热传导模型

７

图２．１３

热执行器式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

８

第三章
图３．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在线测试结构阵列三维视图

图３．２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阵列结构剖视图

图３．３

测试结构１（或测试结构２）中总的热量传递示意图

图３．４

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图３．５

参考结构三维有限元热电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６

施加电压５ｖ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３．７

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８

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９

参考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嘲３．１０

测试结构１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儿

施加电压５ｖ时测试结构１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３．１２

测试结构ｌ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Ｊ３

测试结构１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１４

测试结构１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ｆ４｝ｆ ３．１５

测试结构２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１６

施加电压４ｖ时测试结构２的温度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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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索日
｜｛｝Ｉ ３．１７

测试结构２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１８

测试结构２中彳：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１９

测试结构２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Ｈ ３．２０

模拟分析得到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图３．２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Ⅱ型在线测试结构二维视图

幽３．２２

测试结构剖视图

图３．２３

测试结构中间悬臂梁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图３．２４

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的传热模型示意图

图３．２５

参考结构三维有限元热电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２５

施加电压５ｖ时参考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

劁３．２７

不同空气层厚时加热条及其引线的温度分布曲线

图３．２８

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２９

参考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３０

参考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幽３．３１

参考结构中加热条热功耗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图３．３２

测试结构三维有限元电热分析网格划分

图３．３３

施加电压５ｖ时测试结构的温度分布云图：空气间隙３

图３．３４

测试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３５

测试结构中不同空气层厚时，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３．３６

测试结构中加热功率与加热条温度变化量的关系

图３．３７

模拟分析得到的多晶硅薄膜热导率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表３

１

向衬底传热的等效传热系数换算

表３—３

模拟使用的参考结构相关参数

４

ｕ ｍ

等效传热系数使用的典型参数

表３—２
表３

ｐｍ

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１、２相关参数

袁３—５

模拟使用的参考结构相关参数

表３—６

模拟分析得到的等效散热系数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袭３—７

模拟使用的测试结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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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图４．１

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双端固支粱在线提取结构

１刳４．２

电阻温度系数在线提取双端阔支梁结构的热电分析网格划分（提取结构１）

图４．３

模拟分析得到的热稳态时双端固支梁的冷却初始温度分布

图４．４

一定施加电压（５，ＯＶ）时的稳态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窄气闯隙３ ｕ

图４．５

模拟分析得到的平均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４．６

模拟和拟合分析得到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４．７

模拟分析得到的电阻和温度的关系

幽４．８

测量电流为０．１ｍｈ时的温度分布

图４．９

三维热电分析网格划分示意图（提取结构２）

ｍ

图４．１０

一定施加电压（４．Ｏｒ）时的稳态温度分布即冷却初始温度分布：审气间隙３“ｍ

图４．１ｌ

模拟分析和拟合得到电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提取结构２）

蚓４．１２

粱的电流一电压特性

图４．１３

式（４－２６）中函数Ｆ（ｔ）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表４一ｌ

模拟分析使用的双端固支梁结构参数

表４—２

等效传热系数使用的典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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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模拟分析提取的参数

５７

表４—４模拟分析提取参数与模拟设定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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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图５．ｉ

热学参数在线测试结构版图

图５．２

测试结构制作Ｔ艺流程图

图５．３

测试结构ＳＥＭ图片

图５．４

提取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测试结构的ＳＥＭ图片

剀５．５

多晶硅电阻温度系数及热扩散系数测试电路连接示意简图

图５．６

梁的电流一电压特性

罔５．７

实验测得的输出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与最佳拟合匹配分析：梁ｌ

图５．８

实验测得的输出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与最佳拟台匹配分析：梁２

图５．９

实验提取得到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图５．１０

函数Ｆ（ｔ）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图５．１１

多晶硅薄膜热导率Ｔ型测试结构阵列ｓＥＭ图片

图５．１２

参考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１３

参考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１４

测试结构１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１５

测试结构１中测最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１６

测试结构２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１７

测试结构２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 １８

实验测得的热导率与温度关系曲线

图５．１９

表面加工ｎ型多晶硅薄膜热导率在线提取测试结构ＳＩｇＪ图片

图５．２０

参考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２１

参考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２２

测试结构中施加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２３

测试结构中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的关系

图５．２４

实验测得的热导率与温度关系曲线

表５一ｌ

测试结构制作加－Ｌ上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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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模拟分析辐射散热影响的有限元模型

７６

图６．２辐射散热、辐射线性化散热与忽略辐射散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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迕直越，黄庆安，李伟华．微加Ｔ多品硅薄膜热导率Ｔ型在线测试结构的’歧计与模拟。仪器仪表
学报．已录用．

７

迕直熊，黄庆安．在线测试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的设计与模拟．半导体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４）：
４３０—４３６．

８

戚丽娜，在奁塑，黄庆安．范德堡多晶硅热导率的测试结构．固体电子学研究与进展，已录用．
迕直越，黄庆安，表面加工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微纳电子技术，２００３．７／８：２２４．２２７．
班匠熊，黄庆安，姜岩峰．ＭＥＭＳ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测控技术，２００２，６：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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迕高越，黄庆安．表面加上多晶硅薄膜热导率测试结构．第八屑全国敏感元件与传感器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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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发明名称：导体薄膜热导率的测试装置（第一发明人），中请号：０３１
２发明名称：导体薄膜热扩散系数的测试装置（第二发明入），已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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