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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微米鎳/錫銀銲錫/鎳微凸塊之電遷移研究
Electromigration in Ni/SnAg/Ni Microbumps with 15µm Solder Height

李昱瑾1  ■  陳　智2

    Yu-Jin Li, Chih Chen

在本研究中，我們採用雛菊鏈狀結構

（每個鏈結中有 40個微凸塊）來做電遷

移測試。微凸塊每層厚度依序為 5µm銅、

2µm鎳、15µm共晶錫銀銲錫、2µm鎳、5µm

銅；接點之直徑為 30µm。微凸塊被通以六

萬安培每平方公分的電流密度。利用有限元

素分析法得到的模擬結果顯示，電流在銲錫

中分布相對均勻，代表在這個結構中電流聚

集效應不是造成破壞的主要機制。在本次實

驗結果中，我們觀察到在通電前期（電阻上

升率 20%以前）介金屬化合物長得很快，然

而隨著通電時間的增加，不只有介金屬化合

物的生成，還形成薄餅狀的連續的孔洞，代

表此結構存在早期破壞之風險。除此之外，

大多數在陽極發現的連續孔洞有嚴重的金屬

墊層溶解的現象。孔洞的生成指出目前電遷

移在鎳 /錫銀銲錫 /鎳微凸塊中依舊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關鍵字：電遷移、微凸塊

In this study, we used daisy chain structure (40 

bumps per chain) for electro migration experiments. 

The thickness of each layer of the microbumps was 

Cu:5µm / Ni:2µm / Eutectic SnAg Solder:15µm / 

Ni:2µm/ Cu:5µm; the diameter of the solder joint 

was 30µm. Microbumps were stressed with a 

current density of 6 x 104 A/cm2. Our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distributed 

homogeneously in the solder indicating the current 

crowding effect was not the major failure mechanism 

in this structure. We observed that as the electric 

current stressing time increased, continuous voids 

were formed with the IMCs indicating the risk 

of early structure failure. Most of the continuous 

voids were found at the cathode with serious UBM 

dissolution. The location of voids form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electromigration was an important reliability 

issue in Ni/SnAg/Ni microbu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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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現代科技日益發達，科技產品的數量及功能需求也隨之上升。然而在單一功能的科技

產品的數量飽和後，隨之而來的是多具有多功能整合性質的科技產品，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等等。不僅如此，在產品的體積／功能比的要求中也有日益縮小的趨勢，意即產品體積傾

向於變小但內建的功能卻傾向於更多。而做為訊號傳遞接點的銲錫球的使用勢必隨產品尺寸

限縮而減少體積，以因應產品體積縮減及電子元件訊號傳遞接點的增加。而銲錫球在體積縮小

後的電性研究也變得相對重要。而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電性量測結構為菊鍊狀銲錫結構 (Daisy 

chain)，此結構中一次可通 40個微凸塊接點 (micro-bump)能夠提供具有統計意義的實驗結果，

因此即使在相同破壞階段也能透過觀察 40個微凸塊的微結構來檢視其破壞機制，這使得銲錫

微凸塊破壞機制的歸納變得更為簡便。銲錫凸塊是重要的電流傳遞接點，而為了縮小產品尺

寸，微凸塊的應用勢不可免，而過去文獻多著眼於覆晶銲錫（尺寸大於 100微米），近年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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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半導體製程邁向三維封裝積體電路，因此微凸塊的研究是相當新穎與急切，而微凸塊的電遷

移破壞研究更是重要的一環。而本實驗採用試樣為Ni/Sn/Ni系統，藉由鎳本身較不易與銲錫反

應產生介金屬化合物著重於觀察銲錫球本身受電遷移影響的破壞情形。一般而言鎳和錫的介金

屬化合物的生成較銅來的慢，但仍會有部分介金屬化合物的生成且其抗電遷移能力更強 (1)，因

此次要的實驗目標可放在比較電遷移所造成破壞的發生位置以及Kirkendall voids形成區域等

等，是否和尺寸為 50微米以上的銲錫球一致，這也是令人感興趣的現象。

二、實驗方法

過去覆晶封裝晶片多用高分子基板，由於高分子基板熱膨脹係數較高，因而在加熱過程中

產生的熱應力會對銲錫接點造成損壞，如此一來對於破壞機制的探討會比較困難。本實驗試片

採用矽晶片對接矽基板的微凸塊試片，優點是基板端與晶片端材料相同，加熱後不會有彎曲變

形的現象，對於破壞線相能有更準確的判斷。再者，矽具有良好的導熱性質，可以將溫度快速

快速導向銲錫接點，也因此通電前預先加熱 30分鐘後我們便將基板端溫度視為與加熱板溫度

一致。

銲錫接點之結構為：金屬電層包含銅、鎳墊層，銅墊層厚 5微米、鎳墊層厚 2微米，寬

度為 30微米。銲錫高 13微米，銲錫為共晶 SnAg。銅導線寬 18微米。試片通電之電流密度為

6×104（ A
cm2），試片通電溫度控制在 150℃。將試片電阻上升 20%、100%時視為元件之前期破

壞與後期破壞標準，當試片通電達破壞標準後便將試片取下研磨、拋光並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進行微結構與破壞機制的分析。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1.電阻上升20%之銲錫通電結果

如（圖 1）電阻曲線所示電阻上升達 20%通電時間為 255小時，從在這個通電曲線可觀察

到電阻上升非常平穩和通電時間成線性關係。

圖 1　銲錫微凸塊通電電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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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為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背向散射電子影像，採用背向散射電子影像主要是為了強化成分

差異的對比。同時我們做了能量分布分析材料、介金屬化合物組成。從微結構來看孔洞生成非

常少，但是介金屬化合物有顯著增厚的現象，這部份我們可以比較相同試片未通電的銲錫球，

我們可以發現電子流入口處有明顯介金屬化合物增厚的現象，這表示電遷移效應在本實驗中非

常明顯，但在前期由於鎳在錫中不易擴散的性質使破壞機制主要為生成介金屬化合物。

此外，藉由觀察未通電之銲錫球介金屬化合物之成長也可以觀察是否有熱遷移效應 (2)(3)的

影響。一般而言熱遷移效應相對於電遷移效應極不明顯 (4)，通常要發生可觀察的熱遷移效應需

要有極大的溫度梯度，從圖 2(a)、(b)可推測本實驗中並無明顯熱遷移，間接說明溫度在銲錫球

內分布是相對均勻的，銲錫上下端溫度差小於 1.3℃。

２.電阻上升100%之銲錫通電結果

圖 3是通電電阻上升 100%的電阻曲線，可以發現當電阻上升約 25%之後便快速上升，總

通電時間為 400小時。從圖 4我們可以看到在電子流的入口處有明顯孔洞產生。孔洞形態主要

又分為兩種：連續大孔洞和圓形小孔。連續大孔洞多分布在銲錫與介金屬化合物的交界處，這

種孔洞分部是典型的電遷移造成的 (5)。

圖 2　 電阻上升 20%之銲錫微凸塊背向散射電子 (a)、(b)為未通電之銲錫球，(c)、(d)為經通電
測試之銲錫球。

(a) (b) (c) (d)

圖 3　電阻上升 100%之銲錫電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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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密度電子風力推走錫原子留下空孔後電子流入口會不斷往凸塊右方縮，最後使得整

個微凸塊斷路。

另一種孔洞是圓形小孔散佈在Cu3Sn和銅墊層的交界處，這些散佈在介面的小孔是

Kirkendall void，由於生成Cu3Sn的過程中銅擴散速率遠大於錫造成孔洞留下，但這種散佈的小

孔對於電阻的影響應不太大，因為只有連續大面積孔洞才有可能讓微凸塊整個斷路。

在圖 4(c)、(d)中有個差異在於介金屬化合物的轉換率，圖 4(c)的銲錫幾乎全部轉成介金屬

化合物孔洞也以Kirkendall void為主；圖 4(d)的孔洞則以電遷移孔洞為主，這也符合介金屬化

合物較抗電遷移的特性。而介金屬化合物生成速率則可由銲錫BCT結構解釋，若 c軸和電子流

夾角較小則較易於銅原子擴散，進而提升介金屬化合物生成速率 (6)。

觀察未通電的微凸塊（圖 4(a)、(b)）發現即使經過 400小時 150℃加熱處理後，上、下端介

金屬化合物厚度依然沒有顯著變化，故在本實驗中可完全忽略熱遷移破壞。

3.有限元素分析法模擬電流分布

圖 5(a)是微凸塊結構圖，各項尺寸皆參考自 SEM圖以求真實。圖 5(b)是銅導線和微凸塊

一起通電時的電流密度分布，我們發現在電流（電子流）入口處會有明顯的電流集中效應，電

流密度在入口處上升 22%。然而電流集中的區域在銅墊層，銅原子要發生電遷移比錫原子困難

得多，電流密度大約要 105~106 (A/cm2)才比較明顯，也因此在破壞前期 (20%)和後期 (100%)並

未發現在銅墊層產生孔洞。而圖 5(c)則是銲錫區域的電流密度分布，同樣在電流入口處有著電

流集中效應的現象，然而銲錫內部電流密度僅提升 2.9%，這和覆晶銲錫 (約 100微米 )的結果

相差懸殊 (7)，但也說明了在微凸塊的尺度下電流分布是相當均勻的。

圖 4　 電阻上升 100%之銲錫微凸塊背向散射電子 (a)、(b)為未通電之銲錫球，(c)、(d)為經通
電測試之銲錫球。

圖 5　 有限元素分析法 (a)試片結構，(b)導線於微凸塊之電流密度分佈，(c)銲錫內部之電流密
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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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本實驗採用鎳 /銲錫 /鎳系統之銲錫微凸塊採用雛菊鍊狀結構來分析破壞機制。和先前文獻

不同，在於使用鎳墊層做為擴散阻障層，對於形成介金屬化合物確實有著延遲反應的效果，然

而在通電的實驗結果中有的銲錫完全轉成Ni3Sn4 或 Cu6Sn5等介金屬化合物，有的銲錫只有部分

轉成介金屬化合物。在相同環境下影響化合物生成的就是擴散機制，若電流方向和C軸夾角較

小則易於生成介金屬化合物，介金屬化合物比例升高則有助於電遷移之可靠度壽命。從未通電

的銲錫皆發現，在加熱平台上加熱所造成的溫度梯度，不足以發生熱遷移，加上有限元素分析

法之模擬結果，可確定電流密度和溫度分布在微凸塊尺度中，都是相對均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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