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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容器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电容器结构包括衬底、导体层、中间介电材

料层、第一介电材料层与第二介电材料层。所述

导体层包括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位于所述衬底

上。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与所

述第二电极之间。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位于所

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一电极之间。所述第

二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所述

第二电极之间。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

数，与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二介电材

料层的介电常数不同。本发明实施例可以提升电

容器单位面积的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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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容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衬底；

导体层，包括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位于所述衬底上；

中间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第一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一电极之间；以及

第二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其中，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数，与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二介电材

料层的介电常数不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器，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包括第一梳状电极；所述第二电极

包括第二梳状电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容器，其中所述第一梳状电极的第一柄部与所述第二梳状

电极的第二柄部相对应设置，所述第一梳状电极的多个第一梳部与所述第二梳状电极的多

个第二梳部交互交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器，其中所述导体层的材料包括铜、铜铝合金、铜铝硅合

金、Ta、TaN、Ti、TiN或其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器，还包括：

第一覆盖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所述第

二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二电极下方；以及

第二覆盖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

第二电极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容器，其中所述第一覆盖层与所述第二覆盖层的材料包括

碳化硅、氮碳氧化硅、氮掺杂碳化硅或其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容器，还包括：

第三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以及

所述第二电极下方以及所述第一覆盖层上方，与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二介电材料

层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容器，其中：

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三介电材料层包括低介电常数材

料；以及

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容器，其中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与所

述中间介电材料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

10.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衬底上形成介电材料层；

图案化所述介电材料层，以形成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其包括第一开口与第二开口；

在所述第一开口中形成第一电极，并同时在所述第二开口中形成第二电极；

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以形成

第三开口；以及

在所述第三开口中形成中间介电材料层，其中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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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层。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

述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的步骤后，在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

极的侧壁留下第一介电材料层与第二介电材料层。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

述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的步骤后，所述第三开口裸露出第一电极

与所述第二电极的侧壁；以及

在形成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之前，在所述第三开口中形成介电层。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该介电层的材料包括高介电常数

材料层，且与该中间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数不同。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底

部裸露出所述介电材料层。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还包括：在形成所述介电材料层之前，

在所述衬底上形成第一覆盖层，且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底部裸露出所述第一覆盖

层。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形成所述第三开口的步骤包括：

在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上形成第二覆盖层；

在所述第二覆盖层上形成中间层；

在所述中间层上形成图案化的掩模层；

以所述图案化的掩模层为掩模，图案化所述中间层、所述第二覆盖层与所述图案化的

介电材料层，以形成所述第三开口；以及

移除所述图案化的掩模层。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中间层包括多孔低介电材料

层。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形成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

极的步骤包括：

在衬底上形成导体材料层，以填入于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之中；以及

移除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以外的所述导体材料层。

19.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在所述第三开口中形成中间介电

材料层的方法包括：

在所述衬底上形成中间介电材料层，以填入于所述第三开口之中；以及

移除所述第三开口以外的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其中移除所述第三开口以外的所述中

间介电材料层的方法包括化学机械研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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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结构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半导体元件及其制造方法，且特别是涉及一种电容器及其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半导体元件的应用愈来愈广，举凡电脑、通讯与消费性电子产

品，都需要大量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半导体元件。因此，针对不同需求制造而成的半导体元

件，即所谓的特殊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已

成为目前用以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之一。

[0003] 将电容器与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元件整合在一起的混合模式电路

(Mixed-Mode  Circuit，MMC)是一种特殊应用的集成电路。在前述的混合模式电路中，电容

器是一个基本且重要的元件。尤其对模拟电路，例如：取样保留(Sample  and  Hold)、模拟数

字(Analog/Digital，A/D)、数字模拟(Digital/Analog，D/A)及交换电容过滤器(Switched 

Capacitor  Filter)等基本建构区组(Basic  Building  Block)而言，电容器更是不可或缺

的元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容器，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电容量。

[0005]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此工艺方法可与现有工艺整

合，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电容量。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电容器，包括衬底、导体层、中间介电材料层、第一

介电材料层与第二介电材料层。所述导体层包括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位于所述衬底上。所

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位于所

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一电极之间。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与

所述第二电极之间。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数，与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

二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数不同。

[0007]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电容器中的所述第一电极包括第一梳状电极；所述

第二电极包括第二梳状电极。

[0008]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第一梳状电极的第一柄部与所述第二梳状电极的第

二柄部相对应设置，所述第一梳状电极的多个第一梳部与所述第二梳状电极的多个第二梳

部交互交替。

[0009]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导体层的材料包括铜、铜铝合金、铜铝硅合金、钽

(Ta)、氮化钽(TaN)、钛(Ti)、氮化钛(TiN)或其组合。

[0010]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电容器还包括第一覆盖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所述

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二电极下方。而且

所述电容器还包括第二覆盖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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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层以及所述第二电极上方。

[0011]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第一覆盖层与所述第二覆盖层的材料包括碳化硅

(SiC)、氮碳氧化硅(SiOCN)、氮掺杂碳化硅或其组合。

[0012]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电容器还包括第三介电材料层，位于所述第一电极、

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以及所述第二电极下方以及所述第一覆盖层上

方，与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与所述第二介电材料层连接。

[0013]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第二介电材料层与第三介电材料

层包括低介电常数材料，且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

[0014]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第一介电材料层、第二介电材料层与中间介电材料

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

[0015]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包括：在衬底上形成介电材料层。图案化所

述介电材料层，以形成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其包括第一开口与第二开口。在所述第一开口

中形成第一电极，并同时在所述第二开口中形成第二电极。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

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以形成第三开口，以及在所述第三开口中

形成中间介电材料层，其中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层。

[0016]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

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的步骤后，在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的侧壁留下第一介电

材料层与第二介电材料层。

[0017]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至少移除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间的部分

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的步骤后，所述第三开口裸露出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的侧

壁，以及在形成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之前，在所述第三开口中形成介电层。

[0018]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介电材料层的材料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层，且与所

述中间介电材料层的介电常数不同。

[0019]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底部裸露出所述介电材料

层。

[0020]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还包括在形成所述介电材料层之前，在所述衬底上形成

第一覆盖层，且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底部裸露出所述第一覆盖层。

[0021]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形成所述第三开口的步骤包括在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

层、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上形成第二覆盖层。然后，在所述第二覆盖层上形成中间

层。接着，在所述中间层上形成图案化的掩模层。之后，以所述图案化的掩模层为掩模，图案

化所述中间层、所述第二覆盖层与所述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以形成所述第三开口，以及移

除所述图案化的掩模层。

[0022]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所述中间层包括多孔低介电材料层。

[0023]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形成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的步骤包括在衬底上

形成导体材料层，以填入于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二开口之中，以及包括移除所述第一开

口与所述第二开口以外的所述导体材料层。

[0024]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在所述第三开口中形成中间介电材料层的方法包括在所

述衬底上形成中间介电材料层，以填入在所述第三开口之中，以及包括移除所述第三开口

以外的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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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依照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移除所述第三开口以外的所述中间介电材料层的方法包

括化学机械研磨法。

[0026] 基于上述，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由于电容器结构中的介电层改变为不同介电常数

的高介电常数材料所形成的复合层，因此，可在不增加尺寸的前提下，提升电容器电容量。

在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还可通过增加沟槽的深度，进一步提升电容器的电容量。

[0027]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可同时形成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具有工艺步骤少、制

造成本低以及省时等优点。另，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工艺还可与现有的金属内连线工艺

(例如双重金属镶嵌工艺)整合。

[0028]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所附的附

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结构的上视图；

[0030] 图2A至图2F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剖视图；

[0031] 图3A与图3B是本发明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上视图；

[0032] 图4A至图4D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剖视图；

[0033] 图5A至图5D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剖视图。

[0034] 附图标记说明：

[0035] 2、10、20、30：电容器

[0036] 100、200、300：衬底

[0037] 102、116、116a、202、216a、302、316、316a：覆盖层

[0038] 103、105、219、321：图案化的掩模层

[0039] 103a、103b、106、108、122、206、207、208、209、222、323：开口

[0040] 104、104a、104b、204a、204b、304b：介电材料层

[0041] 104b1、204c1：第一介电材料层

[0042] 104b2、204c2：第二介电材料层

[0043] 104b3：第三介电材料层

[0044] 110、220：导体层

[0045] 112、212、312：第一电极

[0046] 112a、114a：梳部

[0047] 112b、114b：柄部

[0048] 114、214、314：第二电极

[0049] 118、218、318：中间层

[0050] 124、124a、224a、324、324a：中间介电材料层

[0051] 326、326a：介电层

[0052] 326a1：第一介电层

[0053] 326a2：第二介电层

[0054] 326a3：第三介电层

[0055] I-I：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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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6] 图1为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上视图。

[0057] 请参照图1，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2包括衬底(未绘示)、位于衬底上的导体层

110、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以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

[0058] 导体层110包括第一电极112与第二电极114。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位于第一电极

112与第二电极114之间。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位于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与第一电极112之

间；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位于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与第二电极114之间。

[0059] 请继续参照图1，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电极112与第二电极114可例如是梳状电极。

第一电极112包括多个第一梳部112a与第一柄部112b。多个第一梳部112a彼此并列。每一第

一梳部112a的一端与第一柄部112b连接。第二电极114包括多个第二梳部114a与第二柄部

114b。多个第二梳部114a彼此并列。每一第二梳部114a的一端与第二柄部114b连接。第一电

极112的第一柄部112b与第二电极114的第二柄部114b相对应设置。第一电极112的多个第

一梳部112a与第二电极114的多个第二梳部114a相互交替设置。在本实施例中，第一电极

112与第二电极114的材料相同，且可以是由同一层材料层图案化而成。第一电极112与第二

电极114的材料可以是金属或是合金，例如是铜、铜铝合金、铜铝硅合金、Ta、TaN、Ti、TiN或

其组合。

[0060] 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的介电常数，与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以及第二介电材料层

104b2的介电常数不同。在一实施例中，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与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的材

料包括低介电常数材料，且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在另一实施例中，第

一介电材料层104b1、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与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包括高介电常数材料。

[0061] 在本文中，低介电常数材料例如是指介电常数低于4的材料，例如是氟掺杂硅玻璃

(fluorosilicate，FSG)；硅倍半氧化物如氢硅倍半氧化物(Hydrogen  silsesquioxnane 

HSQ)、甲基硅倍半氧化物(Methyl  silsesquioxane，MSQ)与混合有机硅烷聚合物(Hybrido-

organo  siloxane  polymer，HOSP)；芳香族碳氢化合物(Aromatic  hydrocarbon)如SiLK；有

机硅酸盐玻璃(Organosilicate  glass)如碳黑(black  diamond，BD)、三甲基硅烷

(Trimethylsilane，3MS)、四甲基硅烷(tetramethylsilane，4MS)；聚对二甲苯(Parylene)；

氟化聚合物(Fluoro-Polymer)如全氟环丁基聚合物(perfluorocyclobutyl  polymers，

PFCB)、CYTOP、特氟隆(Teflon)；聚芳醚(Poly(arylethers))如PAE-2、氟化聚芳基醚

(fluorinated  poly(arylethers)，FLARE)；多孔聚合物(Porous  polymer)如XLK、纳米泡

(Nanofoam)、气凝胶(Aerogel)；珊瑚(Coral)等。

[0062] 在本文中，高介电常数材料例如是指介电常数高于4的材料，例如是选自氧化铪

(hafnium  oxide，HfO2)、硅酸铪氧化合物(hafnium  silicon  oxide，HfSiO4)、硅酸铪氮氧

化合物(hafnium  silicon  oxynitride，HfSiON)、氧化铝(aluminum  oxide，Al2O3)、氧化镧

(lanthanum  oxide，La2O3)、氧化钽(tantalum  oxide，Ta2O5)、氧化钇(yttrium  oxide，

Y2O3)、氧化锆(zirconium  oxide，ZrO2)、钛酸锶(strontium  titanate  oxide，SrTiO3)、硅

酸锆氧化合物(zirconium  silicon  oxide，ZrSiO4)、锆酸铪(hafnium  zirconium  oxide，

HfZrO4)、锶铋钽氧化物(strontium  bismuth  tantalate，SrBi2Ta2O9，SBT)、锆钛酸铅(lead 

zirconate  titanate，PbZrxTi1-xO3，PZT)与钛酸钡锶(barium  strontium  titanate，

BaxSr1-xTiO3，BST)所组成的族群，其中x为介于0与1之间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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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可以各种方法来制造，以下举数个实施例来说明，然而，本

发明并不限于此。

[0064] 图2A至图2F为依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剖视

图。图2A为对应于图3A切线I-I示出的剖视图。图2C为对应于图3B切线I-I示出的剖视图。图

2F为对应于图1切线I-I示出的剖视图。

[0065] 请参照图2A与图3A，提供衬底100。衬底100可由选自于Si、Ge、SiGe、GaP、GaAs、

SiC、SiGeC、InAs与InP所组成的族群中的至少一种半导体或半导体化合物材料形成。衬底

100的材料也可以是绝缘层上有硅(SOI)。衬底100可以是在其上已形成各种构件的半导体、

半导体化合物或绝缘层上有硅(SOI)。所述各种构件例如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金属

内连线的接触窗、导线或介层窗、硅晶基材、介电层或其组合，在附图中并未绘示出来。

[0066] 接着，在衬底100上形成第一覆盖层102与介电材料层104。第一覆盖层102的材料

例如是碳化硅(SiC)、氮碳氧化硅(SiOCN)、氮掺杂碳化硅或其组合，形成方法例如是化学气

相沉积法。介电材料层104的材料例如是上述低介电常数材料。介电材料层104的形成方法

例如是化学气相沉积法或旋涂法。之后，在介电材料层104上形成图案化的掩模层103。图案

化的掩模层103具有开口103a与103b。开口103a与103b的上视图例如是呈梳状。图案化的掩

模层103的材料例如是光刻胶。

[0067] 然后，同时参照图2A、图2B与图3A，以图案化的掩模层103为掩模，蚀刻介电材料层

104，以形成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包括第一开口106与第二

开口108。第一开口106与第二开口108的底部裸露出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蚀刻介电材

料层104的方法例如是湿式蚀刻或干式蚀刻法。之后，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103。移除图案化

的掩模层103的方法例如是干式剥离法、湿式剥离法或其组合。其后，在衬底100上形成导体

材料层110，以填入于第一开口106与第二开口108之中。导体材料层110的材料例如是铜、铜

铝合金、铜铝硅合金、Ta、TaN、Ti、TiN或其组合。形成导体材料层110的方法例如是电镀法或

溅镀法。

[0068] 接着，请参照图2C与图3B，将第一开口106与第二开口108之外的导体材料层110移

除，裸露出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至此，在第一开口106中形成第一电极112，且同时在

第二开口108中形成第二电极114。移除导体材料层110的方法例如是化学机械研磨法。

[0069] 之后，请参照图2D，在衬底100上形成第二覆盖层116、中间层118以及图案化的掩

模层105。第二覆盖层116覆盖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第一电极112与第二电极114。第二

覆盖层116的材料可以与第一覆盖层102的材料相同，例如是碳化硅(SiC)、氮碳氧化硅

(SiOCN)、氮掺杂碳化硅或其组合。形成第二覆盖层116的方法例如是化学气相沉积法。中间

层118的材料例如是多孔低介电材料层，形成的方法例如是化学气相沉积法或旋涂法。图案

化的掩模层105例如是光刻胶。中间层118与图案化的掩模层105之间可以还包括底抗反射

层(BARC)(未绘示)。

[0070] 之后，请参照图2D与图2E，以图案化的掩模层105为掩模，进行蚀刻工艺，以蚀刻中

间层118、第二覆盖层116与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以形成第二覆盖层116a与介电材料

层104b。第二覆盖层116a与介电材料层104b中具有第三开口122。介电材料层104b包括第一

介电材料层104b1、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以及第三介电材料层104b3。第一介电材料层

104b1位于第一电极112的侧壁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位于第二电极114的侧壁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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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材料层104b3位于第一电极112、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以及第

二电极114下方以及第一覆盖层102上方。之后，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105与中间层118。移除

图案化的掩模层105的方法例如是干式剥离法、湿式剥离法或其组合。移除中间层118的方

法可以是蚀刻法，例如是干式蚀刻法或是湿式蚀刻法。接着，在衬底100上形成中间介电材

料层124。中间介电材料层124填入于第三开口122中。中间介电材料层124的材料例如是高

介电常数材料。高介电常数材料如上所述，形成方法例如是化学气相沉积法。

[0071] 之后，请参照图2E与图2F与图1，移除第三开口122外的中间介电材料层124，形成

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移除第三开口122以外的中间介电材料层124的方法例如是化学机械

研磨法。为清楚起见，图1的上视图省略图2E所示出的第二覆盖层116a。

[0072] 请参照图2F与图1，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容器10包括衬底100、第一电极112、第

二电极114、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以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以上

构件的配置与材料请参照上述图1的说明。在本实施例中，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的材料例如

是上述高介电常数材料，而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与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的材料相同，例

如是上述低介电常数材料。

[0073] 另外，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容器10还包括第一覆盖层102与图案化的第二覆盖

层116a。第一覆盖层102位于第一电极112、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第

二介电材料层104b2、以及第二电极114的下方。图案化的第二覆盖层116a位于第一电极

112、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以及第二电极114的上方。

[0074] 此外，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容器10中，可还包括第三介电材料层104b3。第三介

电材料层104b3位于第一电极112、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第二电极

114下方以及第一覆盖层102上方。第三介电材料层104b3与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与第二介

电材料层104b2连接，共同组成介电材料层104b。第三介电材料层104b3的材料可与第一介

电材料层104b1以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的材料相同，例如是低介电常数材料。

[0075] 图4A至图4D为依照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所示出的电容器的制造流程的剖面示意图。

图4A至图4D的电容器的制造流程与图2A至图2F电容器的制造流程有部分相似，因此相同的

元件以相似的符号表示，且省略重复的说明。例如，图4B的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a对应于

图2B的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104a。

[0076] 首先，请参照图4A，依照上述第一实施例的方法在衬底200上形成第一覆盖层202

以及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a。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a中具有第一开口206与第二开口

208。

[0077] 接着，请参照图4B，在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a上形成图案化的掩模层219。图案

化的掩模层219的材料例如是光刻胶。之后，以图案化的掩模层219为掩模，进行蚀刻工艺

(例如是干式蚀刻工艺)，以蚀刻第一开口206与第二开口208底部所裸露的图案化的介电材

料层204a，以形成再次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b。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b中具有第一开

口207与第二开口209。相较于第一开口206与第二开口208(图4A)，第一开口207与第二开口

209的深度较深，其底部裸露出第一覆盖层202。

[0078] 接着，请参照图4B与图4C，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219。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219的方

法例如是干式剥离法、湿式剥离法或其组合。其后，依照上述方法在第一开口207与第二开

口209中形成第一电极212与第二电极214。接着，在衬底200上形成第二覆盖层216、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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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以及图案化的掩模层205。图案化的掩模层205的开口205a的宽度W1小于第一电极212与

第二电极214之间的距离L1。

[0079] 之后，请参照图4C与图4D，以掩模层205为掩模，移除第一电极212与第二电极214

之间的部分介电材料层204b，以形成第二覆盖层216a与介电材料层204c。第二覆盖层216a

与介电材料层204c中具有第三开口222。介电材料层204c包括第一介电材料层204c1与第二

介电材料层204c2。第一介电材料层204c1在第一电极212的侧壁。第二介电材料层204c2在

第二电极214的侧壁。之后，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205与中间层218，再在第三开口222中形成

中间介电材料层224a。至此，形成电容器20。图4D的电容20的上视图类似图1所示。

[0080] 请参照图4D，电容器20包括衬底200、第一电极212、第二电极214、中间介电材料层

224a、第一介电材料层204c1、第二介电材料层204c2、第一覆盖层202以及第二覆盖层216a。

电容器20的结构与上述电容器10相似。这些构件的配置与材料请参照上述第一实施例对应

图1与图2A至图2F的说明。然而，第二实施例的电容器20与第一实施例的电容器10(图2F)的

差异点在于，第二实施例中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b的第一开口207与第二开口209的深度

较深。因此，第一电极212、第二电极214、中间介电材料层224a、第一介电材料层204c1与第

二介电材料层204c2的高度增加，故可进一步提升电容量。

[0081] 请参照图2F与图4D，在本发明上述第一实施例与第二实施例的电容器10与20中，

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204b1以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204b2的材料并不以低介电常数

材料层为限，只要中间介电材料层124a、224a的介电常数与第一介电材料层104b1、204b1以

及第二介电材料层104b2、204b2的介电常数不同均是本发明涵盖的范围。在以下的第三实

施例的电容器中，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之间则是具有不同介电常数的高介电常数材料层。

[0082] 图5A至图5D是依照本发明第三实施例所示出的一种电容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剖

视图。图5A至图5D的电容器的制造流程与图4A至图4D电容器的制造流程有部分相似，因此

相同的元件以相似的符号表示，且省略重复的说明。例如，图5A的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304b

对应于图4B的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204b。

[0083] 首先，请参照图5A，依照第一实施例方法与第二实施例方法在衬底300上形成第一

覆盖层302、第一电极312、第二电极314、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304b、第二覆盖层316以及中

间层318。之后，在中间层318上形成图案化的掩模层321。第三实施例图案化的掩模层321与

第二实施例的图案化的掩模层205不同。更具体地说，图案化的掩模层321的开口321a的宽

度W2实质上等于第一电极312与第二电极314之间的距离L2。图案化的掩模层321例如是光

刻胶。

[0084] 其后，请参照图5A与图5B，以图案化的掩模层321为掩模，进行蚀刻工艺(例如是干

式蚀刻工艺或是湿式蚀刻工艺)，以移除介电材料层304b。由于图案化的掩模层321的开口

321a的宽度W2实质上等于第一电极312与第二电极314之间的距离L2，因此，可以完全移除

第一电极312与第二电极314之间的介电材料层304b，以形成开口323。开口323裸露出第一

电极312与第二电极314的侧壁以及第一覆盖层302的侧壁。之后，将图案化的掩模层321以

及中间层318移除。移除图案化的掩模层321的方法例如是干式剥离法、湿式剥离法或其组

合。移除中间层318的方法可以是蚀刻法，例如是干式蚀刻法或是湿式蚀刻法。

[0085] 然后，请参照图5C，在衬底300上形成介电层326与中间介电材料层324。介电层326

可以是共形地覆盖第一电极312、第二电极314、第一覆盖层302与第二覆盖层316a。介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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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的形成方法例如是原子层沉积法(ALD)。介电层326的材料例如是上述高介电常数材料

或上述低介电常数材料。中间介电材料层324的材料例如是上述高介电常数材料。介电层

326与中间介电材料层324的介电常数不同。在一实施例中，介电层326与中间介电材料层

324的材料均为高介电常数材料层，但介电层326的介电常数与中间介电材料层324的介电

常数不同。

[0086] 之后，请参照图5D与图1，移除第三开口323以外的介电层326与中间介电材料层

324，裸露出中间介电材料层324a、图案化的介电层326a与第二覆盖层316a。移除第三开口

323以外的介电层326与中间介电材料层324的方法例如是化学机械研磨法或回蚀法。至此，

形成电容器30。图5D的电容器30的上视图类似图1所示。

[0087] 请参照图5D，以制造方法来说，第三实施例的电容器30的制造方法与第一实施例

的电容器10(图2F)及第二实施例的电容器20(图4D)的制造方法的差异点在于，第三实施例

是完全移除图案化的介电材料层304b(图5B)，且重新在衬底300上形成图案化的介电层

326a(图5C)。

[0088] 请参照图5D，电容器30包括衬底300、第一电极312、第二电极314、中间介电材料层

324a、图案化的介电层326a、第一覆盖层302以及第二覆盖层316a。除图案化的介电层326a

之外，其他构件的配置与材料与上述第一实施例以及第二实施例相似。以结构来说，第三实

施例的电容器30与第二实施例的电容器20(图4D)的差异点在于，图案化的介电层326a完全

覆盖第一电极312与第二电极314的侧壁以及第一覆盖层302的表面。更具体地说，介电层

326a包括第一介电层326a1、第二介电层326a2与第三介电层326a3。第一介电层326a1位于

第一电极312以及中间介电材料层324a之间。第二介电层326a2位于第二电极314以及中间

介电材料层324a之间。第三介电层326a3位于中间介电材料层324a下方以及第一覆盖层302

上方，且与第一介电层326a1以及第二介电层326a2连接。此外，经由第三实施例的工艺，图

案化的介电层326a可具有均匀的厚度，因此可有效控制电容器30的电性。

[0089] 综上所述，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由于电容器结构中的介电层包括不同介电常数的

介电材料层/介电层，因此，可在不增加尺寸的前提下，提升电容器单位面积的电容量。在本

发明另一实施例中，还通过额外的图案化工艺，增加沟槽的深度，进一步提升电容器的电容

量。此外，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可同时形成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具有工艺步骤少、制造成

本低以及省时等的优点。另，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工艺还可与现有的金属内连线工艺(例

如双重金属镶嵌工艺)整合。换句话说，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器中的包括第一电极与第二电

极的导体层亦可视为金属内连线层中的任一金属层。因此，本发明实施例可以不需要增加

太多的工艺步骤即可制造出电容量提升的电容器。

[0090] 虽然结合以上实施例公开了本发明，然而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所属技术

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故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附上的权利要求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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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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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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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图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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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F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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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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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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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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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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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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