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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首

先提供一基底，该基底上具有一存储区，然后形

成一沟槽于基底内，形成一阻障层于沟槽内，形

成一导电层于阻障层上，进行一第一蚀刻制作工

艺去除部分导电层，之后再进行一第二蚀刻制作

工艺去除部分阻障层，其中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包

含一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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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包含：

提供一基底，该基底上具有一存储区；

形成一沟槽于该基底内；

形成一阻障层于该沟槽内；

形成一导电层于该阻障层上；

进行一第一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该导电层；以及

进行一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该阻障层，其中该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包含：

通入一离子化的第一气体至一反应室；

利用一离子过滤器去除该气体中的电荷以形成一第二气体，该第二气体为一不带有电

荷的气体；以及

利用该第二气体去除部分该阻障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第一气体包含氯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第二气体包含氯原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另包含：

形成一介电层于该基底上；

形成该沟槽于该介电层及该基底内；

形成一栅极介电层于该沟槽内；

形成该阻障层于该栅极介电层上、该介电层上表面以及该介电层侧壁；

进行该第一蚀刻制作工艺来去除部分该导电层并使该导电层上表面低于该介电层下

表面；以及

进行该第二蚀刻制作工艺来去除该介电层上表面的该阻障层以及该介电层侧壁的该

阻障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该介电层包含氧化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阻障层包含氮化钛。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导电层包含钨。

8.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包含：

提供一基底，该基底上具有一存储区；

形成一沟槽于该基底内；

形成一阻障层于该沟槽内；

形成一导电层于该阻障层上；

进行一第一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该导电层；以及

进行一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该阻障层，其中该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包含一无等离

子体蚀刻制作工艺，该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包含一软蚀刻制作工艺。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该软蚀刻制作工艺的气体是选自由氯气以及氦气所

构成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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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制作动态随机存取存储

器元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各种电子产品朝小型化发展的趋势，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单元的设计也必须符合高集成度及高密度的要求。对于一具备凹入

式栅极结构的DRAM单元而言，由于其可以在相同的半导体基底内获得更长的载流子通道长

度，以减少电容结构的漏电情形产生，因此在目前主流发展趋势下，其已逐渐取代仅具备平

面栅极结构的DRAM单元。

[0003] 一般来说，具备凹入式栅极结构的DRAM单元会包含一晶体管元件与一电荷贮存装

置，以接收来自于位线及字符线的电压信号。然而，受限于制作工艺技术之故，现有具备凹

入式栅极结构的DRAM单元仍存在有许多缺陷，还待进一步改良并有效提升相关存储器元件

的效能及可靠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公开一种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方法。首先提供一基底，该基底上

具有一存储区，然后形成一沟槽于基底内，形成一阻障层于沟槽内，形成一导电层于阻障层

上，进行一第一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导电层，之后再进行一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去除部分

阻障层，其中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包含一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

附图说明

[0005] 图1至图6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制作一随机动态处理存储器元件的方法示意图。

[0006]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07] 10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元件        12     位线

[0008] 14      字符线                        16      基底

[0009] 18      主动区                        20      存储区(存储器区)

[0010] 22     栅极                          24      浅沟绝缘

[0011] 26      介电层                        28      沟槽

[0012] 30     栅极介电层                    32     阻障层

[0013] 34     导电层                        36      第一气体

[0014] 38     反应室                        40      离子过滤器

[0015] 42     栅极电极                      44      硬掩模

[0016] 46      基座                          48      第一蚀刻制作工艺

[0017] 50      第二蚀刻制作工艺              52      第二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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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请参照图1至图6，图1至图6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制作一随机动态处理存储器元件

的方法示意图，其中图1为俯视图，图2至图6则显示图1中沿着切线A-A’的剖视图。本实施例

是提供一存储器元件，例如是具备凹入式栅极的随机动态处理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元件10，其包含有至少一晶体管元件(图未示)以及至少一电容结构

(图未示)，以作为DRAM阵列中的最小组成单元并接收来自于位线12及字符线14的电压信

号。

[0019] 如图1所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元件10包含一基底16，例如一由硅所构成的半导

体基底或半导体晶片，然后于基底16内形成有至少一浅沟绝缘24，以于基底16上定义出多

个主动区(active  area ,AA)18。此外，基底16上还定义有一存储区20以及一周边区(图未

示)。其中，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元件10的多个字符线(word  line ,WL)14与多个位线(bit 

line,BL)12较佳形成于存储区20的基底16上而其他的主动元件等(未绘示)则可形成在周

边区。需注意的是，为简化说明，本发明的图1仅绘示出位于存储区20的元件上视图并省略

了位于周边区的元件。

[0020] 在本实施例中，各主动区18例如是相互平行地朝向一第一方向延伸，而字符线14

或多条栅极22是形成在基底16内并穿越各主动区18及浅沟绝缘24。具体来说，各栅极22是

沿着不同于第一方向的一第二方向延伸，且第二方向与第一方向相交并小于90度。

[0021] 另一方面，位线12是相互平行地形成在基底16上沿着一第三方向延伸，并同样横

跨各主动区18及浅沟绝缘24。其中，第三方向同样是不同于第一方向，并且较佳是与第二方

向垂直。也就是说，第一方向、第二方向及第三方向彼此皆不同，且第一方向与第二方向及

第三方向皆不垂直。此外，字符线14两侧的主动区18内较佳设有接触插塞，例如包括位线接

触插塞(bit  line  contact,BLC)(图未示)来电连接至各晶体管元件的源极/漏极区域(图

未示)以及存储节点(storage  node)接触插塞(图未示)来电连接一电容。

[0022] 以下针对字符线14(或又称埋藏式字符线)的制作进行说明。如图2所示，首先形成

一介电层26于基底16表面，然后进行一光刻暨蚀刻制作工艺，例如可先形成一图案化掩模

于介电层26表面，再利用蚀刻去除部分未被图案化掩模所遮蔽的部分介电层26与部分基底

16，以形成至少一沟槽28于存储区20的基底16内。

[0023] 接着进行一现场蒸气成长(in-situ  steam  generation,ISSG)制作工艺以形成一

由氧化硅所构成的栅极介电层30于沟槽28内。然后形成一阻障层32于介电层26上表面、介

电层26侧壁以及栅极介电层30表面，并再形成一导电层34于阻障层32上，其中导电层34较

佳填满沟槽28并凸出于介电层26表面。在本实施例中，介电层26较佳包含氧化硅，阻障层32

较佳包含氮化钛，而导电层34则较佳包含钨，但不局限于此。

[0024] 随后如图3所示，进行一第一蚀刻制作工艺48去除部分导电层34，使剩余的导电层

34略低于基底16表面。在本实施例中第一蚀刻制作工艺48较佳包含一干蚀刻制作工艺，且

第一蚀刻制作工艺48所使用的蚀刻气体成分可包含但不局限于例如三氟化氮(NF3)、六氟

化硫(SF6)或其组合。

[0025] 接着如图4所示，进行一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去除部分阻障层32，使剩余的阻障层

32上表面略低于基底16表面甚至略低于导电层34上表面。需注意的是，本实施例中剩余的

阻障层32上表面虽略低于导电层34上表面，但不局限于此，又可于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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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制作工艺的参数，例如蚀刻的时间或气体成分与比例等，使剩余的阻障层32上表面切

齐导电层34上表面，此实施例也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0026] 依据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较佳包含一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

工艺，其中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可由几种手段来达成。举例来说，如图5所示，依据本发

明一实施例，可先于一反应室38中将基底16放置于一基座46上，然后通入一第一气体36，例

如一离子化的气体至一反应室38，其中离子化的气体可包含经由解离过且同时带有正电荷

与负电荷的离子气体与自由基，例如氯气。然后利用一离子过滤器(ion  filter)40去除气

体中的负电荷与正电荷以形成一第二气体52，例如一不带有电荷的气体。换句话说，原本带

有电荷的离子气体例如氯气经由离子过滤器40过滤之后即重回不带电荷的原子身分，例如

氯原子。接着再利用不带电荷的氯原子气体进行前述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来去除部分阻障

层3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较佳选用不带电荷的原子气体作为蚀刻媒

介而非现行直接利用经由解离后带有电荷的蚀刻气体来进行蚀刻，本实施例的第二蚀刻制

作工艺50或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可做到所谓无轰击的(bombardment  free)效果，进而

确保在蚀刻部分阻障层32过程中周边的物件，例如栅极介电层30等不受到任何损害。

[0027] 除此之外，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或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

工艺可包含一软蚀刻(soft  etching)制作工艺，其中该软蚀刻制作工艺较佳选用氯气、氦

气或其组合所构成的蚀刻气体来去除部分阻障层32。在本实施例中，阻障层32相对于导电

层34的蚀刻选择比较佳控制在大于50％，但不局限于此。

[0028] 另外，依据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第二蚀刻制作工艺50或无等离子体蚀刻制作工艺

可利用一蒸气蚀刻制作工艺来去除部分阻障层32。在本实施例中，蒸气蚀刻制作工艺的气

体较佳选自由氨气、二氧化氢、盐酸、水以及硫酸所构成的群组，蒸气蚀刻制作工艺的温度

介于摄氏25度至摄氏60度，以及蒸气蚀刻制作工艺的压力较佳小于100毫托且大于0毫托。

[0029] 依据前述三种实施例，经由第一蚀刻与第二蚀刻制作工艺后剩余的阻障层32与导

电层34即成为一栅极电极42。随后如图6所示，可形成一硬掩模44于栅极电极42上，并使硬

掩模44上表面切齐介电层26上表面，其中硬掩模44较佳包含氮化硅，但不局限于此。至此即

完成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埋藏式字符线的制作。

[0030] 之后可依据制作工艺需求进行一离子注入制作工艺，以于栅极电极42两侧的基底

16内形成一掺杂区(图未示)，例如一轻掺杂漏极或源极/漏极区域。最后进行接触插塞制作

工艺，例如可分别于栅极电极32两侧形成位线接触插塞电连接源极/漏极区域与后续所制

作的位线，以及形成存储节点接触插塞同时电连接源极/漏极区域与后续所制作的电容。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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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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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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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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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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