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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

该半导体元件包含：一半导体基底，其上具有一

栅极沟槽，该栅极沟槽包含一上沟槽及一下沟

槽，其中该上沟槽较该下沟槽宽；一栅极，嵌入于

该栅极沟槽中，其中该栅极包含一栅极上部及一

栅极下部；一第一栅极介电层，设于该栅极上部

与该上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

具有一第一厚度；及一第二栅极介电层，设于该

栅极下部与该下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二栅

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二厚度，且该第二厚度小于该

第一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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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导体元件，包含：

半导体基底，其上具有栅极沟槽，该栅极沟槽包含上沟槽及下沟槽，其中该上沟槽较该

下沟槽宽；

栅极，嵌入于该栅极沟槽中，其中该栅极包含栅极上部及栅极下部；

第一栅极介电层，设于该栅极上部与该上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具

有一第一厚度；及

第二栅极介电层，设于该栅极下部与该下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层具

有一第二厚度，且该第二厚度小于该第一厚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栅极在该栅极沟槽中具有均一相同的宽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栅极上部的宽度等于该栅极下部的宽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栅极沟槽的宽度从上至下逐渐递减。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包含原子层沉积(ALD)硅氧

层。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厚度介于60埃至80埃。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层包含临场蒸汽产生(ISSG)

硅氧层。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二厚度介于40埃至60埃。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包含一侧壁表面，对准该第

二栅极介电层的一侧壁表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栅极包含钨金属层及氮化钛衬层，该氮化

钛衬层介于该钨金属层及该第一栅极介电层间，且介于该钨金属层及该第二栅极介电层

间。

11.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包含：

提供一半导体基底；

在该半导体基底中形成一上沟槽；

在该上沟槽的内壁面上沉积一第一栅极介电层，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一厚

度；

各向异性蚀刻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及该半导体基底，自动对准形成一下沟槽，其中该上

沟槽及该下沟槽构成一栅极沟槽；及

从该下沟槽的内壁面上以热成长方式，形成一第二栅极介电层，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

层具有一第二厚度，且该第二厚度小于该第一厚度。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还包含：

在该栅极沟槽中形成一栅极，其中该栅极具有栅极上部及栅极下部。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栅极在该栅极沟槽中具有均

一相同的宽度。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栅极上部的宽度等于该栅极

下部的宽度。

15.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是利用一原

子层沉积(ALD)制作工艺沉积而成。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26595 A

2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第一厚度介于60埃至80埃。

17.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层是利用一临

场蒸汽产生(ISSG)制作工艺形成。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第二厚度介于40埃至60埃。

19.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包含一侧壁

表面，对准该第二栅极介电层的一侧壁表面。

20.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其中该栅极包含钨金属层及氮化钛

衬层，该氮化钛衬层介于该钨金属层及该第一栅极介电层间，且介于该钨金属层及该第二

栅极介电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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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制作工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埋入式字符线(buried  wordline)结构常应用于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

中，用以减少短通道效应(short  channel  effect)对高密度存储器阵列区(memory  array)

造成的影响。对于埋入式字符线结构而言，关键在于栅极介电层的品质提升及厚度的控制。

[0003] 栅极介电层的品质提升及厚度控制与元件的电性表现及控制息息相关，特别是在

栅极引发漏极漏电流(GIDL)及临界电压(Vt)控制问题的改善方面，该技术领域目前仍需要

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改良的半导体元件及其制作方法，可以解决现有

技术的不足。

[0005]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半导体元件，包含：一半导体基底，其上具有一栅

极沟槽，该栅极沟槽包含一上沟槽及一下沟槽，其中该上沟槽较该下沟槽宽；一栅极，嵌入

于该栅极沟槽中，其中该栅极包含一栅极上部及一栅极下部；一第一栅极介电层，设于该栅

极上部与该上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一厚度；及一第二栅极介

电层，设于该栅极下部与该下沟槽的侧壁之间，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二厚度，且

该第二厚度小于该第一厚度。

[0006] 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首先提供一半导体基

底，再于该半导体基底中形成一上沟槽，再于该上沟槽的内壁面上沉积一第一栅极介电层，

其中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一厚度，接着各向异性蚀刻该第一栅极介电层及该半导体

基底，自动对准形成一下沟槽，其中该上沟槽及该下沟槽构成一栅极沟槽，再从该下沟槽的

内壁面上以热成长方式，形成一第二栅极介电层，其中该第二栅极介电层具有一第二厚度，

且该第二厚度小于该第一厚度。

[0007]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及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优选实施方式，并配

合所附的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然而如下的优选实施方式与附图仅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

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者。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绘示的一种半导体元件的剖面示意图；

[0009] 图2至图5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的示意图。

[0010]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1] 1 半导体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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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10 半导体基底

[0013] 10a 上表面

[0014] 101  P型区域

[0015] 102  N型区域

[0016] 200 栅极沟槽

[0017] 210 上沟槽

[0018] 220 下沟槽

[0019] 230 过渡沟槽结构

[0020] 300 栅极

[0021] 300a  顶面

[0022] 301  钨金属层

[0023] 302  氮化钛衬层

[0024] 310 栅极上部

[0025] 320 栅极下部

[0026] 400 凹陷区域

[0027] 400a  顶面

[0028] 410 上盖层

[0029] 510  第一栅极介电层

[0030] 510a  侧壁表面

[0031] 520  第二栅极介电层

[0032] 520a  侧壁表面

[0033] 530 过渡厚度

[0034] d1  深度

[0035] d2  深度

[0036] t1  第一厚度

[0037] t2  第二厚度

[0038] w  宽度

[0039] w1  宽度

[0040] w2  宽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在下文中，将参照附图说明细节，该些附图中的内容也构成说明书细节描述的一

部分，并且以可实行该实施例的特例描述方式来绘示。下文实施例已描述足够的细节使该

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士得以具以实施。

[0042] 当然，也可采行其他的实施例，或是在不悖离文中所述实施例的前提下作出任何

结构性、逻辑性、及电性上的改变。因此，下文的细节描述不应被视为是限制，反之，其中所

包含的实施例将由随附的权利要求来加以界定。

[0043] 请参阅图1，其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绘示的一种半导体元件1的剖面示意图。

如图1所示，半导体元件1包含一半导体基底10，例如一硅基底，但不限于此。半导体基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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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上表面10a。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上表面10a可以是由一硬掩模层所构成，但不限于

此。

[0044]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在半导体基底10上形成有一栅极沟槽200。根据本发明一实

施例，在半导体基底10中可以形成有一P型区域101以及一N型区域102。例如，P型区域101可

以是一P型阱，而N型区域102可以是N+漏极掺杂区或N+源极掺杂区，但不限于此。

[0045]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沟槽200包含一上沟槽210及一下沟槽220，其中上沟槽

210的宽度w1较下沟槽220的宽度w2宽。在图1中，可以看出上沟槽210的深度d1约略等于P型

区域101及N型区域102的交界处，但不限于此。

[0046]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下沟槽220的深度则是从上沟槽210的深度d1位置再往下距

离d2，因此下沟槽220的深度为d1+d2。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下沟槽220位于P型区域101中

且位于N型区域102的底部以下位置。

[0047]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从上沟槽210的底部开始，连接至下沟槽220，可以有一从宽

度w1渐缩至宽度w2的过渡沟槽结构230。

[0048]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半导体元件1另包含一栅极300，嵌入于栅极沟槽200中。根

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包含一栅极上部310及一栅极下部320。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

栅极300包含一顶面300a，其低于半导体基底10的上表面10a，形成一凹陷区域400。

[0049]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的顶面300a被一上盖层410覆盖住。根据本发明一

实施例，上盖层410填满位于栅极300的顶面300a以上的凹陷区域400。例如，上盖层400可以

是一氮化硅层，但不限于此。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上盖层400具有一顶面400a，其与半导体

基底10的上表面10a齐平。

[0050]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在栅极沟槽200中具有均一相同的宽度w。也就是

说，栅极上部310的宽度等于栅极下部320的宽度。

[0051]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半导体元件1另包含一第一栅极介电层510，设于栅极上部

310与上沟槽210的侧壁之间，其中第一栅极介电层510具有一第一厚度t1。例如，第一厚度

t1介于60埃(angstrom)至80埃。

[0052]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半导体元件1另包含一第二栅极介电层520，设于栅极下部

320与下沟槽220的侧壁之间，其中第二栅极介电层520具有一第二厚度t2，且第二厚度t2小

于第一厚度t1。例如，第二厚度t2介于40埃至60埃。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第二栅极介电层

520的第二厚度t2可以包括对应前述过渡沟槽结构230从第一厚度t1渐薄至第一厚度t1的

过渡厚度530。

[0053]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第一栅极介电层510包含一原子层沉积(ALD)硅氧层，第二

栅极介电层520包含一临场蒸汽产生(ISSG)硅氧层。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第一栅极介电层

510包含一侧壁表面510a，对准第二栅极介电层520的一侧壁表面520a。

[0054]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可以包含一钨金属层301及一氮化钛衬层302，其中

氮化钛衬层302介于钨金属层301与第一栅极介电层510间，且介于钨金属层301及第二栅极

介电层520间。

[0055] 本发明半导体元件1可以应用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作为埋入式字符线，其中

第一栅极介电层510较厚，可以改善栅极引发漏极漏电流(GIDL)问题，而利用临场蒸汽产生

制作工艺形成的第二栅极介电层520，则是高品质的二氧化硅层，其厚度可以控制在所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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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范围，而改善临界电压控制问题。

[0056] 请参阅图2至图5，其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

法。

[0057] 如图2所示，提供一半导体基底10，例如一硅基底，但不限于此。半导体基底10具有

一上表面10a。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在半导体基底10中可以形成有一P型区域101以及一N

型区域102。例如，P型区域101可以是一P型阱，而N型区域102可以是N+漏极掺杂区或N+源极

掺杂区，但不限于此。

[0058] 接着，在半导体基底10中以光刻及蚀刻制作工艺形成一上沟槽210。上沟槽210具

有一宽度w1。接着，在上沟槽210的内壁面上共形的沉积一第一栅极介电层510。例如，第一

栅极介电层510可以是利用一原子层沉积(ALD)制作工艺沉积而成的二氧化硅层，但不限于

此。其中第一栅极介电层510具有一第一厚度t1。例如，第一厚度t1介于60埃(angstrom)至

80埃。

[0059] 如图3所示，接着各向异性蚀刻第一栅极介电层510，在蚀穿第一栅极介电层510

后，继续于蚀刻半导体基底，自动对准形成一下沟槽220，其中上沟槽210及下沟槽220构成

一栅极沟槽200。

[0060]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下沟槽220具有一宽度w2，其中上沟槽210的宽度w1较下沟

槽220的宽度w2宽。在图3中，可以看出上沟槽210的深度d1约略位于P型区域101及N型区域

102的交界处，但不限于此。

[0061]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下沟槽220的深度则是从上沟槽210的深度d1位置再往下距

离d2，因此下沟槽220的深度为d1+d2。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下沟槽220位于P型区域101中

且位于N型区域102的底部以下位置。

[0062] 如图4所示，接着以临场蒸汽产生(ISSG)制作工艺从下沟槽220的内壁面上以热成

长方式，形成一第二栅极介电层520。其中第二栅极介电层520具有一第二厚度t2，且第二厚

度t2小于第一厚度t1。例如，第二厚度t2介于40埃至60埃。

[0063] 此外，前述临场蒸汽产生制作工艺还可进一步改善第一栅极介电层510的薄膜品

质，例如，可以修补第一栅极介电层510中的缺陷或使其结构上更加致密。在某些实施例中，

经过前述临场蒸汽产生制作工艺后，第一栅极介电层510的厚度可能会稍微增加。

[0064]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从上沟槽210的底部开始，连接至下沟槽220，可以有一从宽

度w1渐缩至宽度w2的过渡沟槽结构230。第二栅极介电层520的第二厚度t2可以包括对应前

述过渡沟槽结构230从第一厚度t1渐薄至第一厚度t1的过渡厚度530。

[0065]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第一栅极介电层510包含一侧壁表面510a，对准第二栅极介

电层520的一侧壁表面520a。

[0066] 如图5，接着在栅极沟槽200形成一栅极300。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可以包

含一钨金属层301及一氮化钛衬层302，其中氮化钛衬层302介于钨金属层301与第一栅极介

电层510间，且介于钨金属层301及第二栅极介电层520间。

[0067]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嵌入于栅极沟槽200中。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

300包含一栅极上部310及一栅极下部320。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包含一顶面300a，

其低于半导体基底10的上表面10a，形成一凹陷区域400。

[0068]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的顶面300a被一上盖层410覆盖住。根据本发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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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上盖层410填满位于栅极300的顶面300a以上的凹陷区域400。例如，上盖层400可以

是一氮化硅层，但不限于此。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上盖层400具有一顶面400a，其与半导体

基底10的上表面10a齐平。

[0069]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栅极300在栅极沟槽200中具有均一相同的宽度w。也就是

说，栅极上部310的宽度等于栅极下部320的宽度。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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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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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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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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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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109326595 A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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