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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

件及其制作方法，包含有一基底、一设置于该基

底上的第一金属栅极以及一设置于该基底上的

第二金属栅极。该第一金属栅极包含有一第一功

函数金属层与一形成于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上

的第二功函数金属层，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包含

有一渐尖形顶部，且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与该第

二功函数金属层彼此互补。该第二金属栅极包含

有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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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方法，包含有：

提供一基底，该基底表面形成有一第一晶体管与一第二晶体管，该第一晶体管内形成

有一第一栅极沟槽(gate  trench)，且该第二晶体管内形成有一第二栅极沟槽；

在该第一栅极沟槽内形成一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work  function  metal)层；

在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分别形成一第二牺牲掩模层(sacrificial 

masking  layer)；

进行一蚀刻制作工艺，移除部分该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于该第一栅极沟槽内

形成一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及

进行一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移除该第一栅极沟槽内的该第二牺牲掩模层与部分该U

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于该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的顶部形成一渐尖形顶部，其中该二步

骤蚀刻制作工艺包含一剥除(strip)步骤与一湿蚀刻步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还包含于该第一栅极沟槽内形成该图案化第一功函

数金属层之前，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依序形成一高介电常数(high-k)栅极

介电层、一底部阻障层、与一蚀刻停止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还包含：

在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形成一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及

移除该第二栅极沟槽内的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于该第一栅极沟槽内形成该图案化

第一功函数金属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还包含：

在形成该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之后于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形成

一第一牺牲掩模层，且该第一牺牲掩模层填满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以及

回蚀刻该第一牺牲掩模层，以于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形成该第二牺牲

掩模层，且该第二牺牲掩模层的顶部表面低于该第一栅极沟槽的开口与该第二栅极沟槽的

开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作方法，其中该第一牺牲掩模层与该第二牺牲掩模层包含一

底部抗反射层(bottom  anti-reflection  coating)或一紫外光吸收氧化物(ultraviolet 

light  absorbing  oxide，DUO)材料层。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中该剥除步骤进行于一等离子体室内。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作方法，其中该剥除步骤包含一不具轰击力(bombardment 

force)的等离子体。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作方法，其中该剥除步骤还包含加入氢气/氮气(H2/N2  gas)。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中该湿蚀刻步骤包含稀释氢氟酸(dilute  HF，

DHF)。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还包含于进行该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之后，依序于

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形成一第二功函数金属层、一顶部阻障层与一填充金

属层。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制作方法，还包含进行一平坦化制作工艺，用以移除多余的金

属层并形成一第一金属栅极与一第二金属栅极。

12.一种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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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

第一金属栅极，设置于该基底上的第一栅极沟槽中，该第一金属栅极包含有第一功函

数金属层，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包含有一渐尖形顶部，且该第一金属栅极还包含有高介电

常数栅极介电层、底部阻障层与蚀刻停止层，形成于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之下，而且，该高

介电常数栅极介电层、该底部阻障层与该蚀刻停止层连续分布在该第一栅极沟槽的底面和

侧面；以及

第二金属栅极，设置于该基底上，且该第二金属栅极包含有一第二功函数金属层，且该

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与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彼此互补(complementary)。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的渐

尖形顶部具有一内角，且该内角小于45度。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二金属栅极还包含有

该高介电常数(high-k)栅极介电层、该底部阻障层与该蚀刻停止层，形成于该第二功函数

金属层之下。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金属栅极还包含有

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设置于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上。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金属栅极还包含有

顶部阻障层与填充金属层，形成于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之上。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二金属栅极还包含有

该顶部阻障层与该填充金属层，形成于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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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金属栅极(metal  gate)的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尤其是

涉及一种可获得良好金属填充结果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半导体元件持续地微缩，功函数(work  function)金属用以取代传统多晶硅

作为匹配高介电常数(以下简称为high-K)介电层的控制电极。双功能函数金属栅极的制作

方法可大概分为前栅极(gate  first)与后栅极(gate  last)制作工艺两大类，其中后栅极

制作工艺又因可避免源极/漏极超浅接面活化回火以及金属硅化物等高热预算制作工艺，

而具有较宽的材料选择，故渐渐地取代前栅极制作工艺。

[0003] 现有的后栅极制作工艺中，先形成一虚置栅极(dummy  gate)或取代栅极

(replacement  gate)，并在完成一般MOS晶体管的制作后，将虚置/取代栅极移除而形成一

栅极沟槽(gate  trench)，再依电性需求于栅极沟槽内填入不同的金属。然而，随着晶体管

元件线宽持续微缩的趋势，栅极沟槽的深宽比(aspect  ratio)成为金属膜层是否能顺利填

入栅极沟槽的一大挑战。简单地说，随着晶体管元件线宽缩小，栅极沟槽的开口宽度也随之

缩小，造成金属膜层不易填入栅极沟槽的问题，甚至发生无法填入栅极沟槽，或是在形成的

金属栅极中形成空隙，而影响晶体管元件的电性表现。

[0004] 由此可知，后栅极制作工艺虽可避免源极/漏极超浅接面活化回火以及形成金属

硅化物等高热预算制作工艺，而具有较宽广的材料选择，但仍面临复杂制作工艺的整合性

以及栅极凹槽填补能力等可靠度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的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供良好栅极沟槽填补能力的具有金属栅极

的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方法，该制作

方法首先提供一基底，该基底表面形成有一第一晶体管与第一第二晶体管，该第一晶体管

内形成有一第一栅极沟槽(gate  trench)，且该第二晶体管内形成有一第二栅极沟槽。接下

来，在该第一栅极沟槽内形成一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work  function  metal)层，随后于

该第一栅极沟槽与该第二栅极沟槽内分别形成一第二牺牲掩模层(sacrificial  masking 

layer)。在形成该第二牺牲掩模层之后，进行一蚀刻制作工艺，移除部分该图案化第一功函

数金属层，以于该第一栅极沟槽内形成一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而在形成该U形第一功函

数金属层之后，进行一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移除该第一栅极沟槽内的该第二牺牲掩模层

与部分该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以于该U第一功函数金属层的顶部形成一渐尖形顶部

(taper  top)，其中该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包含一剥除(strip)步骤与一湿蚀刻步骤。

[0007] 本发明另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该半导体元件包含有一基底、一

设置于该基底上的第一金属栅极以及一设置于该基底上的第二金属栅极。该第一金属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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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一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与一形成于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上的第二功函数金属层，该第

一功函数金属层包含有一渐尖形顶部，且该第一功函数金属层与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彼此

互补(complementary)。该第二金属栅极包含有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

[0008] 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方法，第一金属栅极中的

第一功函数金属层利用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而获得一渐尖形顶部，因此可使后续填入栅极

沟槽内的填充金属层享有优选的填补结果，确保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可靠度。

附图说明

[0009] 图1至图8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方法的一优选实

施例的示意图。

[0010]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1] 100   半导体层

[0012] 102    介电层

[0013] 104    high-k栅极介电层

[0014] 106    底部阻障层

[0015] 108   蚀刻停止层

[0016] 110    第一主动区域

[0017] 112    第二主动区域

[0018] 120    第一半导体元件

[0019] 122    第二半导体元件

[0020] 130   间隙壁

[0021] 132    接触洞蚀刻停止层

[0022] 134   内层介电层

[0023] 140    第一栅极沟槽

[0024] 142    第二栅极沟槽

[0025] 150    第一功函数金属层

[0026] 150p  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

[0027] 150u   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

[0028] 150T   渐尖形顶部

[0029] 152    第二功函数金属层

[0030] 154    顶部阻障层

[0031] 156   填充金属层

[0032] 160    第一牺牲掩模层

[0033] 162    第二牺牲掩模层

[0034] 170    剥除步骤

[0035] 172    湿蚀刻步骤

[0036] 180    第一金属栅极

[0037] 182    第二金属栅极

[0038] θ     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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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请参阅图1至图8，图1至图8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

方法的一优选实施例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首先提供一半导体基底，如一硅基底、含硅基

底、或硅覆绝缘(silicon-on-insulator，SOI)基底等，且基底内形成有多个浅沟绝缘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STI)(图未示)，用以于半导体基底内定义出用以容置P型晶

体管与N型晶体管的各主动区域，并提供电性隔离。本优选实施例也可提供一半导体层，且

半导体层可为一鳍式场效晶体管(fi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以下简称为FinFET)的

鳍片结构。鳍片结构的形成可利用蚀刻等方式图案化一块硅(bulk  silicon)基底或硅覆绝

缘基底表面的单晶硅层，而于块硅基底或硅覆绝缘基底中形成一鱼鳍状的硅薄膜，即图1中

的半导体层，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其可视为一基底100。基底100(即半导体层)定义有一第一

主动区域110与一第二主动区域112。接下来于第一主动区域110与第二主动区域112内的基

底100上分别形成一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与一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在本优选实施例中，

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为一P型晶体管；而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则为一N型晶体管，但熟悉

该项技术的人士应知反之也可。

[0040] 如图1所示，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与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各包含一介电层102、

一虚置栅极或取代栅极如一多晶硅层(图未示)、与一图案化硬掩模(图未示)。在本优选实

施例中，介电层102可为一传统的二氧化硅层，但不限于此。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与第二导

电型晶体管122可分别包含一第一轻掺杂漏极(light  doped  drain，LDD)(图未示)与一第

二LDD(图未示)、一间隙壁130、与一第一源极/漏极(图未示)与一第二源极/漏极(图未示)。

间隙壁130可为一复合膜层的结构。另外，在本优选实施例中，也可利用选择性外延成长

(selective  epitaxial  growth，SEG)方法来制作第一源极/漏极与第二源极/漏极，例如，

当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为P型晶体管，而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为N型晶体管时，可利用包

含有锗化硅(SiGe)的外延层以及包含碳化硅(SiC)有的外延层分别制作第一源极/漏极与

第二源极/漏极，以利用外延层与栅极通道硅之间的应力作用更改善电性表现。此外，第一

源极/漏极与第二源极/漏极表面可别包含有一金属硅化物(图未示)。在形成第一导电型晶

体管120与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之后，在半导体层100上依序形成一接触洞蚀刻停止层

(contact  etch  stop  layer，CESL)132与一内层介电(inter-layer  dielectric，ILD)层

134。

[0041] 请仍然参阅图1。接下来，利用一平坦化制作工艺，如一CMP制作工艺，用以平坦化

ILD层134与CESL  132，并移除图案化硬掩模，直至暴露出虚置栅极。随后移除第一导电型晶

体管120与第二导电型晶体管122的虚置栅极，而于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与第二导电型晶

体管122内分别形成一第一栅极沟槽(gate  trench)140与一第二栅极沟槽142。

[0042] 请参阅图2。在形成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之后，在第一栅极沟槽

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内形成一high-k栅极介电层104。high-K栅极介电层104用以取代传

统的二氧化硅层或氮氧化硅层，其能有效降地低物理极限厚度，且在相同的等效栅极氧化

层厚度(Equivalent  Oxide  Thickness，EOT)下，有效降低漏电流并达成等效电容以控制通

道开关。High-k栅极介电层104可选自氮化硅(SiN)、氮氧化硅(SiON)以及金属氧化物所组

成的一群组，其中金属氧化物则包含氧化铪(hafnium  oxide，HfO)、硅酸铪氧化合物

(hafnium  silicon  oxide，HfSiO)、硅酸铪氮氧化合物(hafnium  silicon  oxynit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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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SiON)、氧化铝(aluminum  oxide，AlO)、氧化镧(lanthanum  oxide，LaO)、铝酸镧

(lanthanum  aluminum  oxide，LaAlO)、氧化钽(tantalum  oxide，TaO)、氧化锆(zirconium 

oxide，ZrO)、硅酸锆氧化合物(zirconium  silicon  oxide，ZrSiO)、或锆酸铪(hafnium 

zirconium  oxide，HfZrO)等，但不限于此。由此可知，本优选实施例是整合后栅极介电层

(high-k  last)制作工艺。然而，本优选实施例的一变化型也可与先栅极介电层(high-k 

first)制作工艺整合，在该变化型中，介电层102可包含上述high-k材料，但不限于此。

[0043] 请继续参阅图2。接下来，在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内依序形成一底

部阻障层(bottom  barrier  layer)106、一蚀刻停止层(etch  stop  layer)108与一第一功

函数金属层150。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底部阻障层106可包含氮化钛(titanium  nitride，以

下简称为TiN)，但不限于此。蚀刻停止层108为一蚀刻率异于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的膜层，

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可以是氮化钽(tantalum  nitride，TaN)，但不限于此。第一功函数金属

层150可为一满足P型晶体管所需功函数要求的金属，例如氮化钛(titanium  nitride，以下

简称为TiN)、碳化钛(titanium  carbide，TiC)、氮化钽(tantalum  nitride，TaN)、碳化钽

(tantalum  carbide，TaC)、碳化钨(tungsten  carbide，WC)、或氮化铝钛(aluminum 

titanium  nitride，TiAlN)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为一P型晶体

管，而其金属栅极的功函数介于4.8eV与5.2eV之间，因此本优选实施例所提供的第一功函

数金属层150也不限于任何适合的金属材料，且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可以是单层结构或复

合层结构。

[0044] 请参阅图3。接下来，在基底100上形成一图案化光致抗蚀剂(图未示)，此一图案化

光致抗蚀剂覆盖第一主动区域110，并暴露出第二主动区域112。随后，通过一合适的蚀刻制

作工艺移除暴露于第二主动区域112内的部分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特别是移除第二栅极

沟槽142内的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而于第一栅极沟槽140内形成一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

属层150p。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栅极沟槽142中，由于蚀刻停止层108的蚀刻率异于第一功

函数金属层150，是以蚀刻停止层108可保护其下方的底部阻障层106与high-k栅极介电层

104，故底部阻障层106与high-k栅极介电层104将不会受到蚀刻制作工艺的影响。

[0045] 请继续参阅图3。在形成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p之后，即于基底100上再形

成一填洞能力良好的第一牺牲掩模(sacrificial  masking  layer)层160，如抗反射底层

(bottom  anti-reflective  coating，BARC  layer)、紫外光吸收氧化物(ultraviolet 

light  absorbing  oxide，DUO)材料层、旋涂式玻璃(spin-on  glass，SOG)层、牺牲吸光材料

(sacrificial  light  absorbing  material，SLAM)层、一富氧化物(oxide-rich)层或光致

抗蚀剂，且第一牺牲掩模层160如图3所示填满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此外，

第一牺牲掩模层160可如图3所示为一单一膜层，但也可为一复合膜层(multi  layer)。

[0046] 请参阅图4。在形成填满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的第一牺牲掩模层

160之后，回蚀刻第一牺牲掩模层160，以于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内形成一

第二牺牲掩模层162。更重要的是，第二牺牲掩模层162的顶部表面如图4所示，低于第一栅

极沟槽140的开口与第二栅极沟槽142的开口。但第二牺牲掩模层162仍需完整覆盖并保护

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的底部。

[0047] 请参阅图5。在形成第二牺牲掩模层162之后，进行一蚀刻制作工艺，移除第一主动

区域110，即第一导电型晶体管120上的部分图案化第一金属层150p。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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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栅极沟槽140内部分的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p被第二牺牲掩模层162所覆盖，因此

在蚀刻制作工艺时，移除暴露出来的图案化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p，以于第一栅极沟槽140

内形成一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且如图5所示，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的任一最高

部分低于第一栅极沟槽140的开口。请同时参阅图4与图5，由图4与图5可知，U形第一功函数

金属层150u的最高部分的高度由第二牺牲掩模层162的高度所定义。

[0048] 请参阅图6。进行一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70/172，用以移除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

二栅极沟槽142内的第二牺牲掩模层162，以及第一栅极沟槽140内的部分U形第一功函数金

属层150u。在本优选实施例中，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70/172可包含一剥除步骤170与一湿

蚀刻步骤172。剥除步骤170可进行于一等离子体室中，利用一不具轰击力(bombardment 

force)的等离子体清除第二牺牲掩模层162。换句话说，剥除步骤170可利用一无离子轰击

效应的等离子体进行。此外，剥除步骤170还包含加入氢气/氮气(H2/N2gas)。在剥除步骤170

之后，利用稀释氢氟酸(dilute  HF，DHF)进行湿蚀刻步骤172。

[0049] 请继续参阅图6。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利用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70/172移除第一

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极沟槽142内的第二牺牲掩模层162，以及第一栅极沟槽140内部分U

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更重要的是，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70/172于U形第一功函数金

属层150u的顶部形成一渐尖形顶部150T。值得注意的是，渐尖形顶部150T具有一内角θ，且

内角θ小于45度(°)。与图5相较，在进行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60/162之前，U形第一功函数

金属层150u的顶部并不具有渐尖的形态，且其内角大于45°。

[0050] 请参阅图7。在进行二步骤蚀刻制作工艺170/172之后，依序于第一栅极沟槽140与

第二栅极沟槽142内形成一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一顶部阻障层154与一填充金属层156。

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为一与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互补的膜层，因此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可为一满足N型晶体管所需功函数要求的金属，其可选自铝化钛

(TiAl)、铝化锆(ZrAl)、铝化钨(WAl)、铝化钽(TaAl)或铝化铪(HfAl)所组成的一群组。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二晶体管122为一N型晶体管，而其金属栅极的功函数介于3.9eV与

4.3eV之间，因此本优选实施例所提供的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也不限于任何适合的金属材

料，且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可以是单层结构或复合层结构。在本优选实施例中，顶部阻障

层154也可包含TiN，但不限于此。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填充金属层156为具有优选填洞能力

的单层金属层或复合金属层，其可选自铝(Al)、钛(Ti)、钽(Ta)、钨(W)、铌(Nb)、钼(Mo)、铜

(Cu)、氮化钛(TiN)、碳化钛(TiC)、氮化钽(TaN)、钛钨(Ti/W)、或钛与氮化钛(Ti/TiN)等复

合金属所组成的一群组。

[0051] 请参阅图8。在形成填充金属层156之后，进行一平坦化制作工艺，用以移除多余的

金属层156、154、152、108、106与多余的high-k栅极介电层104，而于基底100上形成一第一

金属栅极180与一第二金属栅极182。

[0052] 请继续参阅图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的最高部分低于

第一栅极沟槽140的开口，因此在填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时，第一栅极沟槽140与第二栅

极沟槽142的开口大小相同，故可有效降低第一栅极沟槽160的深宽比(aspect  ratio)，使

得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顶部阻障层154与填充金属层156都可顺利填入。更重要的是，由

于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150u具有渐尖形顶部150T，所以在填入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时，

可使第二功函数金属层152更顺利的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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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综上所述，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具有金属栅极的半导体元件的制作方法，利用二

步骤蚀刻制作工艺形成具有渐尖形顶部的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并通过具有渐尖形顶部

的U形第一功函数金属层的设置，使得后续金属层如第二功函数金属层等的填入更加顺利，

同时使后续填入栅极沟槽内的填充金属层享有优选的填补结果，确保半导体元件的可靠

度。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都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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