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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第一部份主要目的為以分子動

力模擬來探討影響金屬薄膜成長及大馬

士革製程中通道填充問題之相關參數，

在模擬過程中以二維沉積模式配合

Lennard–Jones Potential 來代表 Cu 原子

間的交互作用力，並採用 Gear 預測修正

法來求解原子運動軌跡。另外假設基板

溫度為恆溫，也就是採用速度修正的方

式來模擬入射粒子所釋放出的能量與被

基板吸收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物理參數

如溫度、入射動能、沉積率、及高溫迴

流過程等對薄膜形貌的影響亦有系統的

探討。從模擬結果得知，溫度及入射動

能效應扮演著相同角色，當高溫或高入

射動能皆有助於降低孔隙佔有率及均方

根粗糙度，沉積率方面，需要是當地搭

配入射動能才會得到理想的薄膜，也就

是之間存在一最佳分佈。而高溫迴流唯

一種對通道快速升溫及降溫的回火程

序，目的是來增加沉積原子的遷徙能力

因而舒緩薄膜中的孔隙產生。第二部分

則為提昇分子動力模擬之計算效益，採

用訊息傳遞介面為基礎的分散式計算來

處理模擬過程中最費時的分子間交互作

用部分，由結果得知，分散式計算可使

運算時間由原本正比於粒子數平方 O(N²)
大幅度地降低至 O(N²/p)及達到線性加速

的滿意結果，其中 p 為處理器的數目。 
關鍵字: 分子動力模擬  
              濺鍍沉積  
              分散式計算  
              訊息傳遞介面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are two 
fold﹒First﹐the molecular dynamics 
(MD) simulation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rocess parameters on metal 
thin film morphology and trench– filling 
morphology in the damascene process﹒The 
MD simulation adopts a two dimensional 
deposition model and uses Lennard–Jones 
Potential to represent the intermolecular 
force acting between Cu atoms﹒The Gear’s 
predictor– corrector algorith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rajectories of atoms ﹒ A 
constant substrate temperature is assumed﹒
The rescaling technique is utilized to model 
the energy absorbed by the substrate due to 
the impact of incident atoms ﹒ The 
morphologies of films for different physical 
parameters﹐such as temperature﹐incident 
energy ﹐ deposition rate and high 
temperature reflow process are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temperature and incident 
energy effect play a similar role and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or incident energy﹐
the void percentage and root mean aquare 
roughness are decreasing ﹒ Meanwhile ﹐
there exists an optimal region of deposition 
rate for an incident energy﹒Refiow process 
is achieved by annealing procedure﹐ the 
heating up and then cooling down the trench 
rapidly﹐to drive the copper diffusion and 
remedy the void defect﹒Secondary is to 
improv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MD simulation﹒We treat the calculation of 
interactions which is the most time –



consuming part by using distributed 
computing based on the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MPI)﹒In our result﹐distributed 
computing is able to reduce the complexity 
from O(N²) to O(N²/p) on a p–processor 
system for N particles and achieve a linear 
speedup result﹒ 
Keywords: Molecular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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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流體在微尺寸下的行為並不如一般

機械結構一樣有如此多之研究成果，這

是由於微流系統在實驗上無法穫得與一

般常尺寸之流體系統下直接又明顯的結

果，故研究即朝向電腦模擬的方向，以

獲得微流系統的相關參數。 
  由於微流系統的尺寸等級約在 10-6公

尺或更小，視流體為連續體的觀念將不

再適用，必須視流體分子為離散個體，

當尺寸等級更小至 10-9公尺時，分子動力

學模擬法( 古典動力學)就需考慮。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兩大

部分︰ 
 
(一) 以二維分子動力模擬法來模擬以濺

鍍法沉積金屬薄膜之相關研究。而

其中計算範例分為兩類，分別為金

屬濺射鍍膜於一平面基板之基本特

性研究及應用濺射鍍膜於半導體製

程中大馬士革製程(又可稱為金屬鑲

嵌法，Damascence  Process) 。 
(二) 以分散式平行計算來提昇分子動力

模擬法效能之研究。 
 
三 、統御方程式與模擬法 
  
  在連體模型中，常以速度、溫度、

壓力等巨觀變量去描述流場，而分子模

型所須處理則是個別的分子的行為。廣

義而言，我們把氣體系統視為 N-body 系

統，系統的物理量將與位置 Nr 、動量
Np 有關，並且滿足 Eegodicity(總體平均

=時間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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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們已經知道 N-body 系統的

Hamiltonian ),(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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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初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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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我們得到個別分子在相空間中的軌

跡。因為每一個分子之間相互作用力，

所以系統的 Hamiltoian 具有下列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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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3-1)變成下列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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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成為了我們分子模擬的基礎。

當我們知道系統分子間的位能時，(3-4)
就可以解，而分子間的位能有很多型

式，在此我們選定 Lennard-Jones(LJ)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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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將要利用數值方法來解

(3-4)，我們使用了兩種方法 (1)  The 
predictor-corrector method, (2) The leap-
frog method 。對於(1)，我們首先要知道

位置 )( 1−ni tr 、時間 1−nt 與位置 )( ni tr 、速

度 )( ni tv 、加速度 )( ni ta ，其中時間

ttt nn ∆+= −1 ，則預測式為 
)(2)()( 11 ninini tvttrtr ∆+= −+      (3-6) 

修正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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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重覆計算直到 )( 1+ni tr 的預

測值與修正值相差很小。對於(2)，我們

則使用了二階差分的方式避開了速度而

直接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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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速度則可用下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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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將就可以求得系統的一些

物理量，例如溫度、壓力、內能、分子

的徑向分怖函數以及其他一些傳輸性

質。 
在模擬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幾個地

方(1)初始位置：分子在空間中的初始配

置為面心立方晶格(f.c.c.)，也就是說每個

單位胞(unit cell)有 4 個完整的分子分別位

於 (0,0,0)、 (0,0.5b,0.5b)、 (0.5b,0,0.5b)、
(0.5b,0.5b,0)，其中 b 為單位晶格的邊

長 。 (2) 初 始 速 度 ： 利 用 Maxwel− 
Boltzmann 分佈函數來給定初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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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週期邊界條件：當分子開始運動後，

分子有可能跑出我們所設定的立方體，

為了補足模擬分子的短少，我們使用了

週期性的邊界條件，也就是我們在原先

的立方體週圍建構了 26 個映像，所以我

們所模擬的立方體將在最中央，假設中

央立方體中有一分子向右飛離立方體，

則同一時間將有一分子自立方體左側進

入。(4)時間步大小：其大小取決於分子

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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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愈小將使數值的穩定度愈好，意即將

降低擾動的幅度；此外當分子需要考慮

到旋轉運動時，則需要更小的時間步。(5)
精準檢查：分子動力模擬的好壞取決於

數值上的誤差，注意一點，此誤差是會

隨時間累積的。因此我們在模擬過程中

必須自我檢查以避免誤差的累積。(6)節
省計算時間的技巧：當分子個數越多

時，要計算出單一分子受到其他所有分

子的作用力將花費許多的時間，因此我

們只計算週圍 vr 半徑內分子的作用力，

因此我們要計算 N 個半徑 vr 球內的分子 j
對中央分子 i 的作用力，我們在計憶體須

做個列表來記錄這些分子 j，實際上這些

列表內的分子會隨時間變動，但是當 vr
取的較大時，其變動的行為就會降低，

則列表不需要每個時步建立一次，是故

我們在模擬時應該要選取適當的 vr 。 
 
四 、計劃成果 
 
(a) 由平面基板鍍膜的結果可得知，較高

的基板溫度及濺鍍原子入射動能皆有

助於降低孔隙的行成及更均勻的薄膜

表面，也就是兩者物理參數扮演著相

同角色。沉積率的控制方面，必須適

當地搭配入射動能的效應才能發揮出

其效果，意味著其間存在某一最佳值

分佈。在定性的比較上，並與實驗及

數值上獲得一致的心同趨勢。 
(b) 由以上三者參數在平面基 板鍍膜的比

較上，可結論出控制溫度的效果來的

最顯著，其次才是入射動能效應，而

沉積率的效果只在高入射動能(濺鍍範

圍)時有助於得到較佳的薄膜形貌，低

入射動能(蒸鍍範圍)時則沒有太大幫

助。 
(c) 大馬士革製程的模擬上，可由結果觀

察到提高通道凹槽的溫度有助於減少

孔隙的產生，不過並不像平面基板般

的結果呈現出單調性分佈，也就是過

高的溫度，反而會增加孔隙形成。在

入射動能方面，其結果並不明顯，只

有在蒸鍍範圍進入濺鍍範圍才會有幫

助。 
(d) 而高溫迴流方面，可得知適當回火溫

度是對原本有缺陷的金屬薄膜是有助

益的，不過當過高的回火溫度或甚至

超過熔點、汽化點則會造成程式上的

不穩定或反效果。定性比較上，溫度

與回火效應可得到與 Hwang 相同的結

論。 
(e) 不 同 勢 能 模 型 的 比 較 上 ， Morse 

Potential 的作用範圍較 Lennard –

Jones Potential 來的小且原子與原子間

的排列較為緊密。 
(f) 分子動力模擬之效能改善方面，本文

採用的分散式平行計算所得出的效率



提昇呈現出純量化的速度效能增進

率，其效率更接近為 99%，可說是極

為振奮的結果，可結論出分子動力模

擬極適合於分散式平行計算處理，耗

費時間量大部分是在於 CPU 的計算，

而彼此節點間的通訊時間並不需要佔

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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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濺射金屬原子動能 Eb＝0.5 eV 

 
圖(1.2) 濺射金屬原子動能 Eb＝7.5 eV 

 
圖(1.3) 濺射金屬原子動能 Eb＝15.0 eV 

 
圖(1..4) 不同入射動能、基板溫度與孔隙佔有比率之比較 

 
圖(1. 5 ) 不同入射動能、基板溫度與均方根粗糙度之比較 

 
圖( 2.1 ) 濺鍍粒子沉積率 60 atoms/ps 

 
圖( 2.2 ) 濺鍍粒子沉積率 105 atoms/ps 

 
圖( 2. 3 ) 不同沉積率、基板溫度與覆蓋面積佔有率之比較 



 
圖(3.1) 凹槽溫度 T = 300 K 

 
圖(3.2) 凹槽溫度 T = 750 K 

 
圖(3.3) 凹槽溫度 T =1000 K 

 
圖(3.4) 入射粒子動能 Eb＝0.1 Ev 

 
圖(3.5) 入射粒子動能 Eb＝1.0 eV 

 
圖(3. 6) 不同凹槽溫度、入射動能與覆蓋面積佔有比率之比較 

 
圖(4.1) 濺鍍而無高溫回流過程 

 
圖(4.2) 濺鍍及高溫回流過程 



 
圖(4.3) 濺鍍與有無高溫回流過程之比較 

 
圖(5.1) 不同勢能模型之比較 

 
圖(5.2) Lennard–Jones Potential 

 
圖(5.3) Morse Potential 

 
圖(6) 平行化後不同數量節點與分子數時之速度效能增進曲線 

 
圖(7) 平行化後不同數量節點與分子數時之效率曲線 

 
 

圖(8.1) 三維模擬沉積結果  time = 40τ0 

 
 
 

 
 

圖(8.2) 三維模擬沉積結果  time = 80τ0 

 
 
 

 
 

圖(8. 3) 三維模擬沉積結果 time = 120τ0 

 
 
 

 
 

圖(8. 4) 三維模擬沉積結果 time = 180τ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