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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介电常数聚合物材料的研究进展 

袭 锴，徐 丹，贾叙东 
(南京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综述了低介电常数(1ow一志)材料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可用于微电子领域的低介电常数聚合物材 

料，包括材料的化学结构和基本物理性质。并着重介绍了带有纳米孔的超低介电常数材料的研究进展。 

同时，对低介 电常数材料的制备工艺也进行 了简要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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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集成电路的特征尺寸减小至 180 nm或 

更小时 ，互连寄生的电阻，电容引起的延迟 ，串 

扰和能耗已成为发展高速、高密度、低功耗和多 

功能集成电路需解决的瓶颈问题[1]。互连金属 

线用 Cu代替 Al，层间及线间介质用低介电常 

数(1ow一是)材料代替 SiO：以及线及线间，层及 

层问的几何尺寸、工艺、材料等对电性能和热性 

能影响的模拟和优化设计是当今为解决该瓶颈 

问题的三项主要技术 。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Tech— 

nology(SEMATECH)曾经预测 ，2004年对 志 

值的期望在 2以下[引。当然 ，对于任何用于替代 

现有 SiOz的低介电常数材料，不仅要求材料的 

介电常数尽可能低，还必须同时满足 目前集成 

电路对材料的要求[引：①热稳定性在 400℃以 

上( 。或最高退火温度高于 400℃)；②力学强 

度大；⑧低离子浓度；④击穿电场超过 2 MV／ 

cm；⑤憎水性；⑥易于图形化和腐蚀；⑦低的热 

膨胀系数和膜应力；⑧与不同的底材有良好的 

粘结性；⑨高温下与金属导体反应惰性。这类材 

料通常可被分为无机物类的和有机聚合物类， 

其介电常数可分别归类为：志>3．0，志一2．5～ 

3．0，和 志<2．2(超低介电常数)。除材料本身 

外，成型工艺也是材料是否能被工业化应用的 
一

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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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主要的 low—k材料 

从传统意义上可将低介电常数材料分为有 

机和无机两大类；从引入的低介电基团来看可 

以分为芳族聚合物、含氟材料、硅材料及空气 

隙；从结构上可分为本体材料和纳米微孔材料 。 

为达到更低的介电常数 ，在实际 low一是材料 中 

通常是几种原理同时作用。 

Tab．1收集了一些常见 low一是材料的具体 

数据 。本文重点讨论聚合物 low一是材料。 

2．1 本体 low—k材料 

2．1．1 芳基聚合物类：很多聚合物的介电常数 

都很低(志=2．0--~3．0)，但是能够应用于微电子 

技术中的并木多，关键问题在于大多数聚合物 

耐温性差 ，一般 都在 200℃以下 ，不能满足 

电子电路和芯片的要求。所以，有应用价值的聚 

合物一般均含芳基或者含有多元环 ，以增加其 

耐温性。早期的低介电常数材料多为芳基聚合 

物，下面介绍几种芳基聚合物材料。 

(1)聚酰亚胺(PI)：二酐与二胺先加聚生成 

聚酰胺酸，再加热硬化生成聚酰亚胺[̈。自 2O 

世纪80年代起聚酰亚胺就被用作低介电材料， 

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力学性、电气绝缘性、耐化 

学腐蚀性，但其 志值一般在2．9．-~3．52：间，不能 

达到超低介 电常数 的要求，个别 是值在2．5左 

右，但 小于 250 C，现阶段已很少用单一聚 

酰亚胺类作为低介电材料。 

(2)聚芳基醚：聚芳基醚 志值一般在2．8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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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polyarylateI I lfluorinated materialI I lsil~eous materialI IV lnanoporous materialI V lOtherI·la series of ma teria1． 

右，最高耐温450℃，通过芳基二酚与芳基二卤 

化物(F、CI)在碱性(K：CO。)高温(160℃～220 

℃)反应 2 h～12 h制得[‘]。但多数聚芳基醚耐 

温性和力学性能不够理想。 

(3)SiLK：SiLK是一种多芳基碳氢化合物 

的商品名，它由Dow chemical公司研制并命 

名，现巳使用在微电子芯片中 其 正一2．65，能 

耐450℃高温，有较好的力学强度和耐腐蚀性。 

现在研究SiLK材料不仅是改进其组分以达到 

更理想的点值，而且还有很多的研究集中在其 

与铜之问的结合工艺等。M．Fayolle等报道了 

SiLK材料应用于0．12 pm节点互联技术的情 

况 。 

2．1．2 含氟低介电材料：(1)掺氟二氧化硅 

(SiOF)：在 SiO：中偶极子极化主要来源 于 

Si—OH团，而有机含氟材料掺杂 F使Si一0H 

键形成Si—F键。这样就从两个方面降低了介质 

的介电常数：①强负电性的 F将电子牢牢束 

缚，导致 SiO。申的Si一0网格的四个 sp。轨道 

变成极性较小的sp。轨道；②极性强的OH根的 

减少导致整4-si一0网格极化的减少[ 。F掺杂 

在S z中能大大降低偶极子的极化，甚至可使 

极化完全消失，但是过量的F会导致Si—F：的 

生成，不利于介电常数的降低，所以掺杂 F的 

量要严格控制。Si()F一般介电常数在3或低于 

3，具有很好的力学强度和耐热性。 

(2)掺氟聚酰亚胺：采用含氟二酐与含氟二 

胺反应可得掺氟聚酰亚胺，随着 F的引入，有 

效降低分子极化，降低介质正值，比较无氟聚酰 

亚胺有较大的改进。如 6FXDA—TFDB的正一 

2．4， 一420℃，并保持较好的力学强度[‘]。 

(3)含氟聚芳基醚：含氟聚芳基醚性能最优 

异的为 Ailhd Signal公司的FLARE[力系列产 

品，具有低出气、高热稳定和力学性能，FLARE 

2．0的 正=2．8， 一400℃，该公司还为抛光 

FLARE膜开发了专用泥浆。 

(4)氟代聚苯并嗯唑：聚苯并嗯唑系列为 

具有较高 的聚合物，其物理、化学性质有些 

类似于聚酰亚胺类，其多氟代物具有较低的介 

电常数正=3．0， 多在 300℃左右。介电常数 

低于2．7的聚苯并嗯唑已有报道[8]。 

(5)非晶聚四氟乙烯：四氟乙烯本身具有很 

低的介电常数(正=1．9～2．1)，较高的 和很 

好的力学性能，但由于很难与金属进行粘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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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电路方面的应用主要利用化学气相沉积 

(CVD)工艺。美国 Clemson大学 Sharang R．[9] 

等人设计了CAV设备工艺，得到了性质更好 

的 Teflon AF材料 一1．9)；Rosenmeyer[i~]从 

水乳液中得到了七一1．9～2．1的聚四氟乙烯薄 

膜。 

(6)聚全氟环丁烷 (PFCB)：多(三氟乙烯 

基)单体在 300℃～35O℃ 活化 60 S，再在 250 

℃固化 1 h，即制得 正一2．35( =400℃)的聚 

全氟环丁烷(PFCB)。材料拉伸模量2．27 GPa， 

最大吸水量0．2 [11]。 

氟原子引入介质能有效地降低材料的极化 

强度，从而有效地降低材料的介电常数，通过对 

材料的氟元素掺杂和直接合成多氟聚合物是得 

到含氟低介电常数材料的主要途径。多数的含 

氟低介电常数材料都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力学 

强度，但是含氟类材料也有着固有的局限性 ：在 

高温时会缓慢放出F：气体，从而对电子电路、 

电子器件、金属介质造成腐蚀 ，所以新的低介电 

常数材料均向无氟材料方向发展。 

2．1．3 硅材料 ：由于 Si原子的性质 ，硅材料一 

般都有较低的偶极矩和较小的极化强度，并且 

硅材料都有较好的耐热性和力学强度。 

(1)氢倍半硅氧烷(HSQ)：HSQ 即氢倍半 

硅氧烷，其 七一2．5～2．9，是一种 已广泛用于微 

电子领域的低介电常数材料，其制备通过旋转 

沉积介质(SOD)I艺，主要用于0．5 m和0．25 

m工艺 引。 

(2)双乙氧基硅烷 BCB(DVS—BCB)：双乙 

氧基硅烷 BCB材料 七一2．7，热稳定性至 390 

℃，日本 Anda[1。]等报道利用旋转涂抹工艺，将 

其用于0．15一mum T—shaped gate上达到 了较 

为理想的效果。 

(3)甲基倍半硅 氧烷 (MSQ)：甲基倍半硅 

氧烷(MSQ)的 七一2．6～2．8，已广泛用于 电子 

电路中。Chang[̈ 等在单晶硅片上涂抹 MSQ 

于 180℃烘烤 2 rain再 250℃固化 1 rain，最后 

400℃退火，得到 七一2．75的 MSQ材料，该材 

料有较好的力学性能。 

(4)纳米共混材料 ：纳米共混低介电材料很 

多，一般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低介电常数材 

料通过一定工艺分散至纳米级尺寸共混 ，从而 

得到新的low一点材料。台湾交通大学 Whang[ ] 

等人报道的PSSQ／PI纳米共混低介电常数材 

料，七值最低可达到2．79，密度 为1．3144 g／ 

cm。，其分解温度为氮气下 540℃，空气下为 

500℃ 。 

2．1．4 其它本体低介电材料 

(1)聚降冰片烯：聚降冰片烯[4]是一种纯碳 

氢聚合物材料，不含任何极性基团，对称的结构 

使整体材料偶极矩为零。因其链上的每个个体 

都被“冻结”为玻璃态，故被称为单链玻璃。聚降 

冰片烯的七=2．2， 一365℃。 

(2)无定形碳 氮膜 (a—CNx)：日本 Gifu大 

学 Masami，Shoji[1阳等人研制出层状无定形碳 

氮膜 (LLa—CNx)，先利用氮原子溅射制备 a— 

CNx，再通过氢原子处理得到多层无定形碳氮 

膜 (LLa—CNx)，其介电常数 七一1．9。 

(3)空气及空气隙：空气的介电常数为 1， 

用空气来填充电子电路中金属连线问的空隙， 

可以大大降低线间电容和连线总电容。法国 

STMicroelectronics的Vincent[17]等于 2002报 

道了利用CVD和 CMOS技术制备的最小体积 

为高763．6 nm、宽110．6 nm 的子弹型空气 隙。 

空气隙在集成电路工艺应用中存在通道腐蚀时 

空气隙被打开的可能性，及空气隙形成时二氧 

化硅边墙厚度影响等因素，制约了其发展[1 。 

2．2 纳米多孔聚合物 low-k材料 

纳米多孔低介电常数材料就是在已有本体 

low一点材料 内部 引入纳米级的微 孔，从而进一 

步降低介质的整体介电常数。可以选择的基材 

很多，除了无定形材料外，一般 low一点材料基本 

都可以制成纳米孔材料。以下介绍比较常见的 

几种纳米孔低介电材料 。 

2．2．1 纳米多孔聚酰亚胺：以单官能团热不稳 

定齐聚物与二酐和二胺反应可得到 ABA型嵌 

段共聚物。之后，热不稳定官能团接枝在侧链上 

的新型多孔 PI材料也有报道[43，由于嵌段共聚 

物中热不稳定官能团受热分解会破坏材料的骨 

架结构，从而降低其力学性能，对于热不稳定组 

分及其含量都相同的共聚物，接枝共聚物比嵌 

段共聚物更容易得到合格的纳米泡沫。 

PMDA／3FDA[1 聚酰亚胺本体七一2．7，制 

成 纳 米 泡 沫 孔 隙 率 27 9，6，七一 2．3，6FDA／ 

6FDAM 聚酰亚胺本体七一2．3，制成纳米泡沫 

孔隙率19 ，七一2．O。但此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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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小孔曲高表面张力以及孔隙产生过程中分 

解产生的极性产物使得孔隙易塌陷。对于嵌段 

和接枝聚合物而言，进一步增加孔隙率是困难 

的，随着形成微区的增加，球状微区将逐渐变为 

柱状或层状，无法形成分隔的微孔。 

2．2．2 纳米多孔 SiLK；Dow Chem公司最新 

报道Jason Niu[2o2等用原子转移聚合方法合成 

bottlebrush／SiLK嵌段共聚物，聚苯乙烯为热 

不稳定基团，在 430℃退火 4O min，聚苯乙烯 

分解得到孔径为 30 nm，孔隙率2O ～3O 的 

纳米孔SiLK薄膜，其 h=2．2～2．3。 

2．2．3 纳米多孔聚硅氧烷(NPS)：纳米多孔聚 

硅氧烷是指主体构架均为Si—o—Si体系的一 

系列材料，如多孔二氧化硅、多孔HSQ、多孔聚 

甲基倍半硅氧烷(PMSSQ)等材料。孔隙率从 

5O "-'90 所对应的h值为1．3～2．5的纳米多 

孔二氧化硅已有报道，一种是利用旋转涂抹技 

术即溶胶一凝胶工艺[21]，包括空气凝胶和干燥 

凝胶。另一种则是通过含硅表面活性剂的自聚 

集过程得到的[22】。但所得薄膜材料中的孔多为 

开孔结构，孔间易产生耦合。在成型过程中，由 

于溶剂的大量挥发，所得膜材料易产生收缩和 

开裂 。 - 

2002年 台湾 Nano Device Laboratory的 

Po—tsun LiuEzs]等人报道，利用旋转涂抹四乙氧 

基硅烷(TEoS)多孔薄膜结合控制旋转速率以 

及 TMCS表面修饰等工艺经退火得到 h一1．7 

的低介电材料。也有报道通过旋转涂抹 Silica 

多孔性薄膜结合低介电常数的空气(调整薄膜 

间的孔隙)和其稳定的力学性能[利于 IC相关 

后段制程，如化学机械抛光(CMP)]，可达到 

‘72 的孔隙率乜 。 

自2002年起，各国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复 

合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有机有机复合)上，即模 

板分子和基材复合【2s川"。IBM Almaden中心 

的研究小组最新报道了一种无机物和聚合物混 

合得到纳米孔膜。是将甲基倍半硅氧烷与星形 

聚己内酯(PCL)混合，PCL为致孔剂，热解后 

得到同位产生纳米孔的PMSSQ薄膜[28】。 

此外，Shn Y．在最近的报道中利用三嵌段 

的共聚物(PEO—b—PPO—b—PEO)作为致孔剂， 

得到了孔径为 2 nm～6 nm，孔隙率为 5O 的 

超低介电常数(h-----1．5)PMSSQ薄膜[2 。他同 

时与用无规 PEO—PPO作为致孔剂得到的多孔 

薄膜相比较，认为致孔剂的结构以及和基材的 

相互作用对最终得到的材料中孔的稳定性和材 

料的介电常数起着重要的作用[3o]。Grill用等离 

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得到了介电常数为2．8 

的聚四甲氧基硅烷薄膜，并进一步和有机致孔 

剂掺和后得到介 电常数小 于2．1的多孔薄 

膜[3u。Miller在最近的研究中仍使用甲基倍半 

硅氧烷体系，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丙烯酸二 

甲基氨基乙基酯共聚物作为可热分解的致孔 

剂，获得了孔积率为7O 的超低介电常数薄 

膜 驼·圳。 

2．2．4 多孔聚合物材料的优势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目前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将 目光集中在多 

孔低介电常数材料的研究上，由于空气的介电 

常数为 1，多孔物质可大大降低材料本身的介 

电常数，研究表明非多孔类电介质材料很难达 

到2．O以下的介电常数。多孔电介质材料中，材 

料本身的密度及孔隙率均对最终的介电常数有 

影响。密度低、孔隙率大的则h小，反之则h大， 

用于芯片上的绝缘体应具备闭孔(无孔间耦合 

效应)、分布平均、纳米级可控三个条件。 

由于多孔材料含有大量的纳米级空气孔， 

从而其导热性很差，一般只有 Sio：的几十分之 

一 ，从而在微电子电路中可能引起互联系统的 

温度大幅升高。并且，多孔结构必然导致材料内 

部结构的松散，所以一般的多孔材料力学性能 

都要低于本体类材料，如何有效地提高孔隙率 

的同时保持其力学性能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 。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当前各种low一志材料的基本情 

况，并对每种材料的优势与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要得到超低介电常数的材料，人们的目光 

主要集中在纳米多孔类物质上，其中NPS更是 

备受注 目。通过不同途径合成的NPS低介电常 

数聚合物材料不断被报道，目前实验室里已制 

备出了七一1．7甚至更低的NPS材料，其实用 

工艺也正在开发中，虽然 NPS材料仍存在一些 

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已展现 

在我们的面前。 

当前，低介电材料的合成制备工艺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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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气相沉积mm 、溶胶一凝胶工艺m～ 、旋 

转涂抹技术[2lq 、温控退火技术、冷冻干燥 

法 ]、表面修饰啪 以及 X射线控制合成等，不 

同的合成、成膜、退火、抛光等工艺也直接影响 

材料最终的介电常数。 

通过适当的制备加工工艺，选取和合成理 

想的low—k材料，最终得到耐温性、力学强度、 

抗腐蚀性优良的低介电常数聚合物材料，从而 

满足微电子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并广泛 

应用到微波通讯、军事隐身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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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 ENT oF LoW DIELECTRIC 

CoNSTANT PoLYM ER MATERIALS 

XI Kai，XU Dan，JIA Xu—dong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The progress of a large variety of materials with low dielectric constants for applica— 

tions in microelectrics was reviewed．The chemical structures，selected properties，and applica— 

tions of low—k materials were also summarized．The materials with ultra low—k were emphatically 

introduced．Preparation methods of the materials were briefly introduced．The future develop— 

ment of dielectric materials is tightly connected to film and chip making process． 

Keywords：low-k；polymer；nanoporous；polysilox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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