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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

根据本发明的制作方法利用氧清除效应以改变

界面层（IL）的物理厚度，该方法实现了在半导体

衬底的不同区域形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所述介

电层包括高K介电层和IL介电层，同时满足了调

节不同电压器件的要求，提高半导体器件的整体

性能，提高半导体的良品率。本发明的制作方法

适用于平面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和FinFET

（鳍片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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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包括：

提供具有标准阈值电压区域、高阈值电压区域和低阈值电压区域的半导体衬底，所述

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一虚拟栅极，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二虚拟栅极，所述高阈

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三虚拟栅极；

去除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一虚拟栅极，去除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

述第二虚拟栅极，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三虚拟栅极，以在所述标准阈值电

压区域中形成第一沟槽，在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二沟槽，在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

中形成第三沟槽；

在所述第一沟槽、所述第二沟槽和所述第三沟槽的底部及侧壁上依次沉积形成高K介

电层和覆盖层，所述半导体衬底和所述高K介电层之间形成有界面层；

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覆盖层以露出所述高K介电层；

对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注入；

执行退火步骤。

2.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包括：

提供具有标准阈值电压区域、高阈值电压区域和低阈值电压区域的半导体衬底，所述

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一虚拟栅极，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二虚拟栅极，所述高阈

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三虚拟栅极；

去除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一虚拟栅极，去除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

述第二虚拟栅极，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三虚拟栅极，以在所述标准阈值电

压区域中形成第一沟槽，在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二沟槽，在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

中形成第三沟槽；

在所述第一沟槽、所述第二沟槽和所述第三沟槽的底部及侧壁上依次沉积形成高K介

电层和覆盖层，所述半导体衬底和所述高K介电层之间形成有界面层；

分别对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和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

除剂注入；

执行退火步骤。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清除剂的材料为Ti、Al或者Hf。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温度为600至800℃，

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时间为30至60s，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压强为1至20atm，在通入氧气和

氮气的混合气体的条件下执行所述退火步骤。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采用相同的氧清除剂材料时，所述低阈值

电压区域的掺杂注入大于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的注入浓度，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的注

入浓度大于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的注入浓度。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氧清除剂的注入浓度相同时，所述低阈值

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大于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

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大于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

的清除能力。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退火步骤之后去除剩余的所述

覆盖层以露出所述高K介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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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去除剩余的所述覆盖层之后在露出

的所述高K介电层上形成新的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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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制造工艺，尤其涉及一种采用调制电压和调节多电压器件。

背景技术

[0002] 集成电路(IC)尤其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的主要器件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

应晶体管（MOS），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工业技术日益的成熟，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迅速发

展，具有更高性能和更强功能的集成电路要求更大的元件密度，而且各个部件、元件之间或

各个元件自身的尺寸、大小和空间也需要进一步缩小。对于具有更先进的技术节点的CMOS

而言，高K/金属栅极（high-k  and  metal  gate）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CMOS器件中，高K/金

属栅极代替多晶硅栅极和传统的栅极介质层，栅极介质层例如氧化硅或者氮氧化硅，以避

免高温处理工艺对器件的损伤。

[0003] 为了更好的控制高K/金属栅极半导体器件的短沟道效应（SCE）和漏极导致势垒下

降（DIBL），将平面的MOSFET半导体器件改变成为FinFET（鳍片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器件，

该方法主要改变了半导体器件的结构形状。

[0004] 在实际的半导体器件制作工艺和半导体器件的调试过程中会存在很多的变化，例

如，电压调整（VT  modulation）和多电压（Multi-VT）器件的制作。在现有技术中，采用电压

注入工艺将注入材料掺杂到半导体衬底中来调节半导体器件的电压，然后执行后续的高K/

金属栅极的制作，还可以采用调节功函数的工艺来调节半导体器件的电压。

[0005] 为了进一步提高K/金属栅极半导体器件的性能，需要先进的电压调整工艺和多电

压器件的调节工艺。

发明内容

[0006] 在发明内容部分中引入了一系列简化形式的概念，这将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中进

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发明内容部分并不意味着要试图限定出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

关键特征和必要技术特征，更不意味着试图确定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包

括：提供具有标准阈值电压区域、高阈值电压区域和低阈值电压区域的半导体衬底，所述标

准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一虚拟栅极，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二虚拟栅极，所述高阈值

电压区域包括第三虚拟栅极；去除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一虚拟栅极，去除所

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二虚拟栅极，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三虚拟栅

极，以在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一沟槽，在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二沟槽，

在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三沟槽；在所述第一沟槽、所述第二沟槽和所述第三沟槽

的底部及侧壁上依次沉积形成高K介电层和覆盖层；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覆

盖层以露出所述高K介电层；对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注入；执行退火步骤。

[0008] 本发明还提出了另一种制作半导体器件的方法，包括：提供具有标准阈值电压区

域、高阈值电压区域和低阈值电压区域的半导体衬底，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一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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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栅极，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二虚拟栅极，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包括第三虚拟栅极；

去除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一虚拟栅极，去除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

二虚拟栅极，去除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所述第三虚拟栅极，以在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

域中形成第一沟槽，在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形成第二沟槽，在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形

成第三沟槽；在所述第一沟槽、所述第二沟槽和所述第三沟槽的底部及侧壁上依次沉积形

成高K介电层和覆盖层；分别对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和所述低阈值

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注入；执行退火步骤。

[0009] 优选地，所述氧清除剂的材料为Ti、Al或者Hf。

[0010] 优选地，所述半导体衬底和所述高K介电层之间形成有界面层。

[0011] 优选地，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温度为600至800℃，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时间为30

至60s，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压强为1至20atm，在通入氧气和氮气的混合气体的条件下执行

所述退火步骤。

[0012] 优选地，当采用相同的氧清除剂材料时，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的掺杂注入大于所

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的注入浓度，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的注入浓度大于所述高阈值电压

区域的注入浓度。

[0013] 优选地，当氧清除剂的注入浓度相同时，所述低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

除能力大于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所述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

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大于所述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

[0014] 优选地，还包括在所述退火步骤之后去除剩余的所述覆盖层以露出所述高K介电

层。

[0015] 优选地，还包括在去除剩余的所述覆盖层之后在露出的所述高K介电层上形成新

的覆盖层。

[0016] 综上所述，根据本发明的制作方法利用氧清除效应以改变界面层（IL）的物理厚

度，该方法实现了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域形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所述介电层包括高K介

电层和IL介电层，同时满足了调节不同电压器件的要求，提高半导体器件的整体性能，提高

半导体的良品率。本发明的制作方法适用于平面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和FinFET（鳍片

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

附图说明

[0017] 本发明的下列附图在此作为本发明的一部分用于理解本发明。附图中示出了本发

明的实施例及其描述，用来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在附图中，

[0018] 图1A-1D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相关

步骤所获得的器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的工艺流

程图；

[0020] 图3A-3E为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相

关步骤所获得的器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的工艺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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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下文的描述中，给出了大量具体的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发明更为彻底的理解。然

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本发明可以无需一个或多个这些细节而得以

实施。在其他的例子中，为了避免与本发明发生混淆，对于本领域公知的一些技术特征未进

行描述。

[0023] 为了彻底理解本发明，将在下列的描述中提出详细的描述，以说明本发明的方法。

显然，本发明的施行并不限于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熟习的特殊细节。本发明的较佳实

施例详细描述如下，然而除了这些详细描述外，本发明还可以具有其他实施方式。

[0024] 应予以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也

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括”

时，其指明存在所述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但不排除存在或附加一个或多

个其他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5] 现在，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根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然而，这些示例性实

施例可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施，并且不应当被解释为只限于这里所阐述的实施例。应当

理解的是，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得本发明的公开彻底且完整，并且将这些示例性实施

例的构思充分传达给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附图中，为了清楚起见，夸大了层和区域的厚

度，并且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元件，因而将省略对它们的描述。

[0026] 在本发明中通过适当的材料掺杂到高K介电层，在界面层和覆盖层（清除层，

scavenging  layer）之间能够产生氧清除效应（Oxygen  scavenging  effect），例如，锆（Zr）

掺杂到氧化铪（HfO2）中将产生高K介电层较小的晶界（grain  boundary），这能够使氧

（Oxygen）原子很容易的扩散到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退火过程中通过清除层很容易的

将半导体器件中的氧原子清除掉。

[0027] 下面将结合图1A-1D对本发明所述半导体器件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描述。如图1A

所示，提供半导体衬底100，半导体衬底100可包括任何半导体材料，此半导体材料可包括但

不限于：Si、SiC、SiGe、SiGeC、Ge合金、GeAs、InAs、InP，以及其它Ⅲ-Ⅴ或Ⅱ-Ⅵ族化合物半

导体。也是可选地，半导体衬底100可以包括外延层。半导体衬底100还可以包括有机半导体

或者如Si/SiGe、绝缘体上硅（SOI）、或者绝缘体上SiGe（SGOI）的分层半导体。

[0028] 半导体衬底100包括各种隔离结构101，这些隔离部件可以包括不同结构，并且由

不同的处理技术来形成。例如隔离部件可以包括浅沟槽隔离部件（STI）。半导体衬底100还

包括阱。

[0029] 半导体衬底100包括NMOS标准阈值电压（NSVT）区域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PSVT）区

域，NMOS低阈值电压（NLVT）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PLVT）区域、NMOS高阈值电压（NHVT）区

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PHVT）区域。NMOS区域具有形成在均匀掺杂的沟道区上的虚拟栅极结

构，所述虚拟栅极结构包括栅极氧化层和虚拟栅极，以及栅极氧化物层和虚拟栅极两侧形

成的栅极间隙壁，PMOS区域具有形成在均匀掺杂的沟道区上的虚拟栅极结构，所述虚拟栅

极结构包括栅极氧化层和虚拟栅极，以及栅极氧化物层和虚拟栅极两侧形成的栅极间隙

壁，虚拟栅极的材料可以为多晶硅或者为氮化硅或者无定型碳，其中，虚拟栅极的材料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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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掺杂的多晶硅，栅极间隙壁可以为氧化硅、氮化硅、氮氧化硅中一种或者他们组合构成。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优化实施方式，所述间隙壁为氧化硅、氮化硅共同组成。半导体衬底

100还包括位于NMOS虚拟栅极和PMOS虚拟栅极两侧的源漏区。

[0030] 在半导体衬底100和虚拟栅极上方形成层间介电层102。实施化学机械研磨（CMP）

工艺去除多余的层间介电层，使得露出虚拟栅极的虚拟栅极层。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形

成层间介电层以露出虚拟栅极的虚拟栅极层。

[0031] 实施刻蚀工艺以去除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和栅极氧化层保留位于

虚拟栅极和栅极氧化层两侧的栅极间隙壁，以在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形成金属栅极沟

槽。刻蚀工艺可以包括干法刻蚀、湿法刻蚀或者干法刻蚀和湿法刻蚀的组合。在去除虚拟栅

极以露出半导体衬底的表面之后，也可以采用例如稀释的氢氟酸或其他适合工艺以去除栅

极氧化层，以完全露出半导体衬底的表面形成金属栅极沟槽。

[0032] 在层间介电层102上、栅极间隙壁上、金属栅极沟槽的底部及层面上沉积形成界面

层（IL）和高K（HK）介电层103。IL层的可以为热氧化层、氮的氧化物层、化学氧化层或者其他

适合的薄膜层。可以采用CVD、ALD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界面层。界面层的厚度范围为5

埃至10埃。高K电介质的材料可以选择为但不限于LaO、BaZrO、AlO、HfZrO、HfZrON、HfLaO、

HfSiON、HfSiO、LaSiO、AlSiO、HfTaO、HfTiO、（Ba，Sr）TiO3（BST）、Al2O3、Si3N4、氮氧化物或者

其他适合的材料。可以采用CVD、ALD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高K介电层。高K介电层的厚

度范围为10埃至30埃。

[0033] 在高K介电层103上形成覆盖层104，覆盖层104的材料可以为La2O3、AL2O3、Ga2O3、

In2O3、MoO、Pt、Ru、TaCNO、Ir、TaC、MoN、WN、TixN1-x或者其他适合的薄膜层。可以采用CVD、ALD

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覆盖层。覆盖层的厚度范围为5埃至20埃。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

例中，覆盖层104为清除层，清除层有助于清除半导体器件中的氧原子。

[0034] 如图1B所示，去除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覆盖层以露出

高K介电层。

[0035] 在覆盖层104上形成掩膜层105，所述硬掩膜层为但不限于图案化的光刻胶层，所

述掩膜层105覆盖低阈值电压区域和标准阈值电压区域露出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

阈值电压区域，根据掩膜层105去除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覆盖

层露出高K介电层。可以采用干法刻蚀去除该高K介电层，干法蚀刻工艺包括但不限于：反应

离子蚀刻(RIE)、离子束蚀刻、等离子体蚀刻或者激光切割。最好通过一个或者多个RIE步骤

进行干法蚀刻。或者，可以采用湿法刻蚀去除该高K介电层，湿蚀刻法能够采用氢氟酸溶液，

例如缓冲氧化物蚀刻剂或氢氟酸缓冲溶液。

[0036] 去除所述掩膜层105，例如，采用灰化工艺去除所述图案化的光刻胶层105，以露出

低阈值电压区域和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的覆盖层。

[0037] 如图1C所示，对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掺杂注入工艺，

具体地，将氧清除剂注入到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中，所述氧清除剂

的材料可以为Ti、Al或者Hf等适合的材料，其中，对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既不执行掺杂注入工

艺也不执行覆盖层的去除。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剂量以及能量均可以选择本领域常用的范

围，在此不再赘述。

[0038]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例中，在半导体衬底100上形成掩膜层106，所述硬掩膜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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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图案化的光刻胶层，掩膜层106露出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覆盖

高阈值电压区域和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以掩膜层106作为掩膜对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

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的掺杂注入。

[0039] 如图1D所示，在所述氧清除剂注入掺杂之后执行退火步骤，有助于产生氧清除效

应，所述退火步骤一般是将所述衬底置于高真空或高纯气体的保护下，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进行热处理，在本发明所述高纯气体优选为氮气，同时在反应腔室内通入一定量的氧气，其

中氧气占氮气量的1%至3%，所述退火步骤的温度为600-800℃，所述退火步骤时间为30-60，

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压强为1至20atm。

[0040] 需要说明的，上述退出步骤的工艺参数仅仅是示例性的，并不局限与上述工艺参

数，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根据实际整体工艺和器件性能来选用适当的工艺条件。

[0041]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在本发明中可以选用快速热退火，具体地，可以选用以下几种

方式中的一种：脉冲激光快速退火、脉冲电子束快速退火、离子束快速退火、连续波激光快

速退火以及非相干宽带光源（如卤灯、电弧灯、石墨加热）快速退火等。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

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也并非局限于所举示例。

[0042] 在所述退火步骤之后，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的界面层的厚度变的较厚、低阈值

电压区域器件中的界面层的厚度变的较薄、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的界面层的厚度不

变。可以通过调整退火步骤和掺杂注入步骤的工艺条件以实现所需的器件结构。

[0043] 在执行退火步骤之后，去除剩余的覆盖层104露出高K介电层103，在高K介电层上

形成新的覆盖层。

[0044] 接着在新的覆盖层上形成阻挡层、功函数金属层和电极层，以形成金属栅极，后续

具体的工艺步骤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熟知的，在此就不详细赘述。

[0045] 参照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的工

艺流程图，用于简要示出整个制造工艺的流程。

[0046] 在步骤201中，提供一半导体衬底，半导体衬底包括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

标准阈值电压区域，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

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在半导体衬底上形成有层间介电层（ILD0），N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

结构和PMOS区域中虚拟栅极结构。去除N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结构和PMOS区域中的虚拟栅

极结构，以形成金属栅极沟槽；

[0047] 在步骤202中，在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的金属栅极沟槽中依次沉积形成界面层、

高K介电层、覆盖层；

[0048] 在步骤203中，去除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中的覆盖层；

[0049] 在步骤204中，对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注入；

[0050] 在步骤205中，执行退火步骤。

[0051] 图3A-3E为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相

关步骤所获得的器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下面将结合图3A-3E对本发明所述半导体器件的

制备方法进行详细描述。如图3A所示，提供半导体衬底300，半导体衬底300可包括任何半导

体材料，此半导体材料可包括但不限于：Si、SiC、SiGe、SiGeC、Ge合金、GeAs、InAs、InP，以及

其它Ⅲ-Ⅴ或Ⅱ-Ⅵ族化合物半导体。也是可选地，半导体衬底300可以包括外延层。半导体

衬底300还可以包括有机半导体或者如Si/SiGe、绝缘体上硅（SOI）、或者绝缘体上S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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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OI）的分层半导体。

[0052] 半导体衬底300包括各种隔离结构301，这些隔离部件可以包括不同结构，并且由

不同的处理技术来形成。例如隔离部件可以包括浅沟槽隔离部件（STI）。半导体衬底100还

包括阱。

[0053] 半导体衬底300包括NMOS标准阈值电压（NSVT）区域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PSVT）区

域，NMOS低阈值电压（NLVT）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PLVT）区域、NMOS高阈值电压（NHVT）区

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PHVT）区域。NMOS区域具有形成在均匀掺杂的沟道区上的虚拟栅极结

构，所述虚拟栅极结构包括栅极氧化层和虚拟栅极，以及栅极氧化物层和虚拟栅极两侧形

成的栅极间隙壁，PMOS区域具有形成在均匀掺杂的沟道区上的虚拟栅极结构，所述虚拟栅

极结构包括栅极氧化层和虚拟栅极，以及栅极氧化物层和虚拟栅极两侧形成的栅极间隙

壁，虚拟栅极的材料可以为多晶硅或者为氮化硅或者无定型碳，其中，虚拟栅极的材料优选

未掺杂的多晶硅，栅极间隙壁可以为氧化硅、氮化硅、氮氧化硅中一种或者他们组合构成。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优化实施方式，所述间隙壁为氧化硅、氮化硅共同组成。半导体衬底

300还包括位于NMOS虚拟栅极和PMOS虚拟栅极两侧的源漏区。

[0054] 在半导体衬底300和虚拟栅极上方形成层间介电层302。实施化学机械研磨（CMP）

工艺去除多余的层间介电层，使得露出虚拟栅极的虚拟栅极层。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形

成层间介电层以露出虚拟栅极的虚拟栅极层。

[0055] 实施刻蚀工艺以去除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和栅极氧化层保留位于

虚拟栅极和栅极氧化层两侧的栅极间隙壁，以在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形成金属栅极沟

槽。刻蚀工艺可以包括干法刻蚀、湿法刻蚀或者干法刻蚀和湿法刻蚀的组合。在去除虚拟栅

极以露出半导体衬底的表面之后，也可以采用例如稀释的氢氟酸或其他适合工艺以去除栅

极氧化层，以完全露出半导体衬底的表面形成金属栅极沟槽。

[0056] 在层间介电层302上、栅极间隙壁上、金属栅极沟槽的底部及层面上沉积形成界面

层（IL）302和高K（HK）介电层303。IL层的可以为热氧化层、氮的氧化物层、化学氧化层或者

其他适合的薄膜层。可以采用CVD、ALD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界面层。界面层的厚度范

围为5埃至10埃。高K电介质的材料可以选择为但不限于LaO、BaZrO、AlO、HfZrO、HfZrON、

HfLaO、HfSiON、HfSiO、LaSiO、AlSiO、HfTaO、HfTiO、（Ba，Sr）TiO3（BST）、Al2O3、Si3N4、氮氧化

物或者其他适合的材料。可以采用CVD、ALD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高K介电层。高K介电

层的厚度范围为10埃至30埃。

[0057] 在高K介电层303上形成覆盖层304，覆盖层304的材料可以为La2O3、AL2O3、Ga2O3、

In2O3、MoO、Pt、Ru、TaCNO、Ir、TaC、MoN、WN、TixN1-x或者其他适合的薄膜层。可以采用CVD、ALD

或者PVD等适合的工艺形成覆盖层。覆盖层的厚度范围为5埃至20埃。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

例中，覆盖层104为清除层，清除层有助于清除半导体器件中的氧原子。

[0058] 如图3B所示，对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掺杂注入工

艺，具体地，将氧清除剂注入到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中，所述氧

清除剂的材料可以为Ti、Al或者Hf等适合的材料。

[0059] 示例性地，通过调节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来实现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域形

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包括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剂量、材料以及能量。

[0060]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例中，在半导体衬底100上形成掩膜层105，所述硬掩膜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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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图案化的光刻胶层，掩膜层105露出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

覆盖高阈值电压区域和低阈值电压区域，以掩膜层105作为掩膜对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

和P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的掺杂注入。

[0061] 如图3C所示，对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掺杂注入工艺，

具体地，将氧清除剂注入到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中，所述氧清除剂

的材料可以为Ti、Al或者Hf等适合的材料。

[0062] 示例性地，通过调节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来实现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域形

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包括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剂量、材料以及能量。

[0063]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例中，在半导体衬底100上形成掩膜层106，所述硬掩膜层可

以为图案化的光刻胶层，掩膜层106露出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覆盖

高阈值电压区域和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以掩膜层106作为掩膜对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

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的掺杂注入。

[0064] 如图3D所示，对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掺杂注入工艺，

具体地，将氧清除剂注入到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中，所述氧清除剂

的材料可以为Ti、Al或者Hf等适合的材料。

[0065] 示例性地，通过调节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来实现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域形

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氧清除剂注入的条件包括所述氧清除剂注入的剂量、材料以及能量。

[0066]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例中，在半导体衬底100上形成掩膜层107，所述硬掩膜层可

以为图案化的光刻胶层，掩膜层107露出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覆盖

低阈值电压区域和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以掩膜层107作为掩膜对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

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执行氧清除剂的掺杂注入。

[0067] 如图3E所示，在执行上述氧清除剂注入掺杂之后执行退火步骤，有助于产生氧清

除效应，所述退火步骤一般是将所述衬底置于高真空或高纯气体的保护下，加热到一定的

温度进行热处理，在本发明所述高纯气体优选为氮气，同时在反应腔室内通入一定量的氧

气，其中氧气占氮气量的1%至3%，所述退火步骤的温度为600-800℃，所述退火步骤时间为

30-60，所述退火步骤的反应压强为1至20atm。

[0068] 需要说明的，上述退出步骤的工艺参数仅仅是示例性的，并不局限与上述工艺参

数，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根据实际整体工艺和器件性能来选用适当的工艺条件。

[0069]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在本发明中可以选用快速热退火，具体地，可以选用以下几种

方式中的一种：脉冲激光快速退火、脉冲电子束快速退火、离子束快速退火、连续波激光快

速退火以及非相干宽带光源（如卤灯、电弧灯、石墨加热）快速退火等。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

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也并非局限于所举示例。

[0070] 在执行所述退火步骤之后，上述半导体器件中的界面层的厚度变薄，但是高阈值

电压区域器件、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和低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的界面层的厚度变化不一

样，最后在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界面层的厚度小于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界面层的厚

度，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界面层的厚度小于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中界面层的厚度。

[0071] 通过调整退火工艺条件和氧清除剂注入工艺条件来实现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

域形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

[0072] 示例性地，当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和低阈值电压区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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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别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材料相同，那么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和

低阈值电压区域的注入浓度不同，低阈值电压区域、标准阈值电压区域、高阈值电压区域的

注入浓度逐渐降低，相当于，低阈值电压区域的氧清除剂注入浓度大于标准阈值电压区域

的氧清除剂注入浓度，标准阈值电压区域的氧清除剂注入浓度大于高阈值电压区域的氧清

除剂注入浓度。

[0073] 示例性地，当高阈值电压区域器件、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器件和低阈值电压区域器

件分别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注入浓度相同时，低阈值电压区域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大

于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标准阈值电压区域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清

除能力大于高阈值电压区域注入的氧清除剂的清除能力。

[0074] 参照图4，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制作具有后HK/后MG结构的半导体器件的工

艺流程图，用于简要示出整个制造工艺的流程。

[0075] 在步骤401中，提供一半导体衬底，半导体衬底包括NMOS标准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

标准阈值电压区域，NMOS低阈值电压区域和PMOS低阈值电压区域、N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和

PMOS高阈值电压区域，在半导体衬底上形成有层间介电层（ILD0），N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

结构和PMOS区域中虚拟栅极结构。去除NMOS区域中的虚拟栅极结构和PMOS区域中的虚拟栅

极结构，以形成金属栅极沟槽；

[0076] 在步骤402中，在NMOS区域和PMOS区域中的金属栅极沟槽中依次沉积形成界面层、

高K介电层、覆盖层；

[0077] 在步骤403中，分别对标准阈值电压区域、低阈值电压区域和高阈值电压区域执行

氧清除剂注入；

[0078] 在步骤404中，执行退火步骤。

[0079] 综上所述，根据本发明的制作方法利用氧清除效应以改变界面层（IL）的物理厚

度，该方法实现了在半导体衬底的不同区域形成不同厚度的介电层，所述介电层包括高K介

电层和IL介电层，同时满足了调节不同电压器件的要求，提高半导体器件的整体性能，提高

半导体的良品率。本发明的制作方法适用于平面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和FinFET（鳍片

场效应晶体管）半导体技术。

[0080] 本发明已经通过上述实施例进行了说明，但应当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只是用于

举例和说明的目的，而非意在将本发明限制于所描述的实施例范围内。此外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根据本发明还可以做出更多种的变型和

修改，这些变型和修改均落在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以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附属的

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范围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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