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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氧预清洗对栅氧可靠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刘

强，钱

俊*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上海

201203）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栅氧完整性（gate oxide integrity，GOI）问题越来越凸显。
本文研究由于栅氧预清洗工艺导致的栅氧化层工艺失效问题。在标准清洗工艺 RCA 中，SC1 溶液的温度对栅
氧有源区（active area，AA）拐角形貌影响较大。采用热 SC1 清洗溶液会在有源区拐角产生尖角异常，其主
要是由于热 SC1 对硅衬底产生较大的刻蚀量所导致。由于有源区拐角处与溶液接触面积较少，热 SC1 对有源
区拐角处硅刻蚀量少。最终有源区拐角栅氧化层厚度偏薄，导致栅氧可靠性失效。采用冷 SC1 溶液代替热 SC1
的清洗方式可以消除有源区拐角的尖角异常，栅氧可靠性失效点可以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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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ffect of gate oxide relia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for gate oxide pre-clea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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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ize of devices becomes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the gate oxide integrity (GOI) problem becomes more and more critical. In this paper, the failure of gate
oxide process due to gate oxide pre-clean process was studied. In standard clean technology RCA, the
temperature of SC1 solution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active area (AA) corner. The use of
hot SC1 clean solution would cause sharp corner anomaly at AA corner, which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high etching amount of hot SC1 on the silicon substrate. However, due to the small contact area between AA
corner and clean solution, hot SC1 would cause less silicon etching amount on AA corner. Finally, the
thickness of AA corner gate oxide layer was relatively thin, which eventually leaded to the reliability failure of
gate oxide. The use of cold SC1 solution instead of hot SC1 clean method could eliminate the sharp corner
anomaly of AA corner, and the reliability failure point of gate oxide could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Key words: industrial engineering; gate oxide integrity; standard clean technology; failure; reliability; gate
oxide 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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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半导体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大规模集成电路器件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而氧化制程贯穿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对于半导体制造过程的前段工艺来说，栅氧化层的质量与可
靠性极为重要。随着集成度不断提高，栅长已进入深亚微米阶段，栅氧化层厚度也逐步地减小，以满足
对阈值电压及短沟道效应控制的要求。在最新的 65 nm 及 45 nm 工艺中，栅氧化层厚度已经缩减到 1 nm.
随着氧化层厚度的减小，器件的工作电压却没有相应地降低。因此，氧化层的抗电性能成为一个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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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于栅氧化层来说，如果抗电性能差，可能会造成器件参数的不稳定，如漏电流增加、阈值电压
漂移、跨导下降等，进一步可引起栅氧的击穿。栅氧击穿作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
（metal-oxide-semiconductor，MOS）的主要失效模式目前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1~2]。
近年来，有关栅氧化层工艺可靠性的问题研究较多。简维廷等[3]详细地研究了由于 Cu 帽层 SiCN 沉
积产生的等离子对栅氧化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SiCN 表面的电荷均匀性和栅氧化层工艺可靠性存在
很强的相关性。韩德栋等[4]研究了含 N 元素超薄栅氧化层的击穿特性，研究结果表明 N 元素具有补偿 SiO2
中 O3≡≡Si·和 Si3≡≡Si·等工艺引入的氧化物陷阱和界面陷阱的作用，从而可以减少初始固定正电荷和
Si/SiO2 界面态，进而提高栅氧化层的抗击穿能力。刘红侠等 [5]对栅氧与时间有关击穿（time dependent
dielectric breakdown，TDDB）的机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关击穿电荷 Qbd 除与氧化层的质量有
关，还与应力密度和栅氧面积有关。目前，对于由于栅氧预清洗采用不同种类 SC1 清洗溶液导致栅氧可
靠性失效及机理的研究较少。
众所周知，栅氧预清洗工艺对栅氧可靠性的影响较大，也是导致栅氧失效的重要工艺因素。本文主
要介绍栅氧预清洗工艺对氧栅可靠性的影响。从栅氧可靠性的结果出发，详细地介绍栅氧失效的澄清过
程并对失效机理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为半导体栅氧预清洗工艺的改进提供指导意义。

1

栅氧可靠性测试与表征方法
本文采用 EIA/JESD35-1 标准[6]中对栅氧可靠性明确定义的测试结构对栅氧可靠性进行评价表征。图 1

为不同栅氧可靠性的测试结构（块状有源区、条状有源区、条状栅）。文中所有器件均采用 0.16 μm 生产工
艺，器件工作电压为 3.3 V. 本文采用斜坡电压测试的方式对栅氧可靠性进行表征，并采用物理切片及透射
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的方法对栅氧失效机理进行表征和失效机理的澄清。

图1
Fig. 1

不同栅氧可靠性的测试结构

Different test structure of gate oxide relability

a—块状有源区；b—条状有源区；c—条状栅
a-Bulk AA; b-Finger AA; c-Finger poly gate

2

结果与讨论
图 2 为本文简单工艺的制备流程，在栅氧生长前要采用稀氢氟酸（dilute hydrofluoric acid，DHF）溶

液对氧化物牺牲层进行刻蚀，并采用 SC1 混合溶液对氧化物牺牲层刻蚀之后的晶圆进行清洗，尽量减少
表面杂质颗粒，保证栅氧可靠性。本文分别研究了不同温度下 SC1 混合溶液清洗对栅氧可靠性的影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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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冷 SC1）
。其中，热 SC1 和冷 SC1 溶液温度分别为 65℃
和 35℃. 在半导体生产工艺中，硅表面占统治地位的清洗方
法是湿法清洗，其中清洗工艺 RCA 是业界标准清洗工艺，
其中 SC1 是重要的清洗溶液之一。SC1 是碱性溶液，其化
学配料是 NH4OH:H2O2:H2O 按照 1:1:5 至 1:2:7 的配比（体
积比，下同）混合。习惯上在 65～85℃之间使用，存放时
间为 10～20 min. SC1 清洗溶液能够去除颗粒和有机物，对
于颗粒去除主要通过过氧化颗粒或电性排斥起作用。在半导
体栅氧可靠性测试中，失效模式一般分为模式 A 和模式 B.
对于不同的测试结构，模式 A 和模式 B 对缺陷密度 D0 的评

注：STI 为浅沟槽隔离（shallow trench isolation）

2

图2

价 标 准 是 不 同 的 ， 对 于 块 状 结 构 而 言 ， 当 D0<5/cm 和
D0<1/cm2 时分别被认作为模式 A 和模式 B 失效。模式 A 失

Fig. 2

器件工艺制备流程

Fabrication process of the device

效主要是由于缺陷导致栅氧易击穿，而模式 B 失效主要是由于栅氧局部质量不好导致。因此，推测导致
栅氧可靠性失效的原因不是由于采用热 SC1 溶液清洗而带来的杂质缺陷导致。图 3 为采用不同 SC1 溶液
清洗下的器件栅氧测试威布尔分布图。由图 3 可以看出，采用热 SC1 溶液清洗下的器件出现部分栅氧可
靠性失效点，其主要是模式 B 失效。表 1 为不同清洗工艺下栅氧可靠性的测试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经
过清洗溶液的更改，栅氧击穿电压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栅氧可靠性失效主要是由于不同栅氧清洗工艺
导致。为澄清不同 SC1 溶液导致不同栅氧可靠性结果的机理，本文采用热点检测及切片方式对问题进行
澄清。

注：BN—块状 N 井；BP—块状 P 井；FEN—条状 N 井：FEP—条状 P 井，PEN—条状栅 N 井；PEP—条状栅 P 井，
下同

图3
Fig. 3

不同温度 SC1 清洗溶液的栅氧可靠性结果

Reliability results of gate oxide with different temparature SC1 solutions
a—热 SC1；b—冷 SC1
a-Hot SC1; b-Cold SC1

热点是芯片最容易失效的部位，也是芯片最常见的失效模式之一，热点检测是芯片级失效定位的有
效手段。图 4 为采用热点检测技术的失效定位图，最后发现失效点为有源区拐角处出现异常处，此处 SiO2
明显偏薄。为澄清失效点是由于 SC1 混合溶液清洗工艺所带来的，分别按照图 2 的正常制备流程选择不
同的站点做物理切片分析，切片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切片结果可以看出，失效异常点均出现在栅氧生长

第12 卷 第5 期
2019 年 10 月

刘

强等：栅氧预清洗对栅氧可靠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860

前、清洗工艺后，由此推测此失效是由于栅氧生长前清洗异常导致的局部栅氧偏薄，最终因局部电场过
强导致失效。
表1
Tab. 1
测试结构

不同测试结构的栅氧可靠性结果

Reliability results of gate oxide with different test structures

击穿电压（热SC1）/V

击穿电压（冷SC1）/V

击穿电压偏移/%

Vbd_63%

Vbd_0.1%

Vbd_63%

Vbd_0.1%

Vbd_63%

Vbd_0.1%

BP

12.60

12.07

12.62

12.07

0.18

0.06

BN

12.43

11.44

13.01

12.07

4.68

5.52

FEP

12.58

11.61

13.14

12.27

1.31

1.31

FEN

11.57

10.54

12.05

11.13

4.19

5.56

注：Vbd_63%和 Vbd_0.1%分别为国际标准关注的累积分布函数点

图4
Fig. 4

栅氧可靠性失效点的定位流程

Positioning process of gate oxide reliability failure point

a—失效位置图；b—失效位置放大图；c—失效位置放大图（化学处理后）；d—失效位置切片图；e—失效位置 TEM 图
a-Image of failure position; b-Image of failure amplification position; c-Image of failure amplification position (after chemical
treatment); d-Image of failure position slice; e-TEM image of failure position

不同的氧化层可靠性测试结构对生产工艺监测的重点不同，为更好地澄清有源区拐角异常非特殊测
试结构，本文分别构建四种测试结构（BN、BP、FEN、FEP），全部采用热 SC1 清洗并生长 10 nm 栅氧
后做物理切片分析，如图 6 所示。由切片结果可以看出，四种测试结构全部在有源区拐角区域出现异常，
因此，采用热 SC1 清洗对不同的测试结构刻蚀机理相同。表 2 为不同 SiO2 部位的具体统计结果，由统计
结果可以看出有源区拐角区域的 SiO2 厚度要比其他区域薄约 1.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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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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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艺流程阶段的 TEM 图谱
TEM images of different process stages

a—STI 氧化；b—P 型井清洗；c—井退火；d—垫氧去除及厚栅氧化预清洗；e—厚栅氧化；f—最后完整工艺
a- STI oxidation; b-P well wet strip; c-Well anneal; d-Pad oxide removal and thick oxidation pre-clean; e-Thick gate oxidation;
f-Final complete process

图6
Fig. 6

不同测试结构的 TEM 图谱

TEM images of different tes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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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图 7b 分别为经过冷/热 SC1 清洗工艺后
样本的 TEM 图谱，可以看出经过冷 SC1 溶液后有
源区拐角形貌较为圆滑且没有尖角，因此可以推测
导致其出现不同形貌的原因就是不同温度的 SC1
溶液。在目前半导体工艺中，生长栅氧之前需要进
行牺牲氧化层去除及生长前清洗，例如用 DHF 的

表2
Tab. 2

862

不同测试结构下边缘和中间区域的栅氧厚度

Gate oxide thickness of different position (edge and
wafer center) located in different test structures
位置

BP

BN

FEP

FEN

非拐角处栅氧厚度/nm

10.0

10.1

9.8

10.4

拐角处栅氧厚度/nm

9.0

9.0

8.6

9.4

厚度差/nm

1.0

1.1

1.2

1.0

刻蚀清洗。湿法刻蚀制作工艺在实际中容易因为过
度刻蚀而在同样具有氧化物等材质的浅沟槽隔离结构的边缘处形成凹陷，一般称为 STI. 与其他半导体工
艺一样，本文涉及的器件，在栅氧生长之前同样要进行牺牲层的刻蚀，在采用不同 RCA 工艺温度的 SC1
清洗溶液对表面颗粒进行清洗时，由于热 SC1 溶液对硅材料的刻蚀作用，导致整个有源区区域形貌不同。
在 STI 和有源区拐角处，有源区拐角处与溶液接触的面积较少，热 SC1 溶液对有源区拐角处的硅刻蚀量
要小于其他部位，因此导致有源区拐角处出现尖角。冷 SC1 溶液在溶液清洗时对硅刻蚀量较少，在整个
区域硅的损失量差异较小，有源区拐角处较为平滑。尖角处有源区在栅氧生长时会由于生长方向不同以
及与氧的接触量不同导致在此处的栅氧偏薄。

图7
Fig. 7

不同清洗溶液下样品的 TEM 图谱

TEM imgaes of samples fabricated by different clean solutions
a—冷 SC1；b—热 SC1
a-Hot SC1; b-Cold SC1

对于较高工艺节点器件而言，有源区拐角形貌及栅氧表面粗糙度对栅氧可靠性具有较大影响。对于
10 nm 栅氧厚度，一般要求栅氧前硅表面粗糙度小于 0.5 nm. SC1 的颗粒去除机制实际上是以颗粒的电学
排斥来实现的。NH4OH 的氢氧根（OH−）轻微侵蚀硅表面，并从颗粒下部切入，其侵蚀率会随着溶液的
升高而增大。
氢氧根在硅片表面和颗粒上积累负电荷。表面和颗粒上的负电荷使得颗粒从表面排斥开并进入 SC1
溶 液 ， 表 面 负 电 荷 的 另 一 个 好 处 是 它 阻 止 颗 粒 的 重 新 沉 积 。 常 规 热 SC1 清 洗 采 用 碱 性 溶 液
NH4OH:H2O2:H2O=1:1:5，有源区表面粗糙度较大。如果降低 NH4OH 浓度，将浓度比改为 0.05:1:5 或
0.25:1:5，则产生的粗糙可以忽略。粗糙度降低栅氧击穿电压，氧化后在 1 000～1 050℃退火可以提高栅
氧击穿电压。虽然降低 NH4OH 浓度及增加退火工艺可以改善晶圆的表面粗糙度，但随着工艺节点的进
一步缩小，热 SC1 溶液清洗后带来的粗糙度逐渐不能满足器件要求。相比热 SC1 溶液，冷 SC1 溶液对
硅基底刻蚀速率较小，晶圆表面粗糙度得到改善，因此在满足器件清洗能力要求的基础上，冷 SC1 溶液
会逐渐替代热 SC1.
目前，业界对栅氧化层可靠性失效模型的评估具有很大差异，业界提出了许多模型试图解释栅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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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的 失 效 ， 很 多 模 型 的 物 理 机 制 仍 与 实 验 结 果 存 在 矛 盾 。 在 众 多 击 穿 模 型 中 ， 建 立 在 F-N
（Fowler-Nordheim）隧穿效应基础上的 l/E 模型（又被称为空穴击穿模型）和电偶极子交互作用基础上
的 E 模型（也称为热化学击穿模型）被广泛接受[7]。然而不论哪种失效模型，均服从渗透理论。图 8a 为
栅氧失效渗透理论模型，其大致解释如下：在电场作用下，被加速的电子（空穴）将向氧化层中注入，
其中一部分电子（空穴）将和氧化层中分子发生碰撞，形成电子（空穴）陷阱和缺陷，产生的电子（空
穴）陷阱分布于氧化层的整个区域中。这些陷阱可能俘获电子（空穴）而改变局部的电场，并形成局部
电场的集中，当栅氧化层中产生足够的缺陷，某个单元中的缺陷数达到临界缺陷数时，在多晶硅栅和硅
衬底之间形成一个传导路径，软击穿将会发生，这样系统电流会急剧地增加导致介质层击穿。
本文由于有源区拐角异常导致的栅氧失效同样可以通过渗透理论进行解释。图 8b 为栅氧化层导电机
制能带示意图。如图 8b 所示，当栅氧接地和 P_Sub 接正电压时，压降降落在氧化层和耗尽层上，由于
热 SC1 对栅氧生长前清洗异常而导致有源区拐角异常区域栅氧偏薄，在有源区拐角异常区域点电势较高、
电场较强、局部势垒宽度相对较低。经过长时间应力积累，由于栅氧偏薄区电场更强、应力更大，更易
形成电子（空穴）陷阱和缺陷，导致最终缺陷率先在有源区拐角异常偏薄区形成一条渗透通道导致栅氧
穿通，进而导致器件失效。

注：EC 为导带能级；Ef 为费米能级；EV 为价带能级

图8
Fig. 8

栅氧化层失效模型

Failure models of gate oxide layer

a—渗透理论模型；b—栅氧能带结构示意图
a-Penetration theory model; b-Schematic diagram of gate oxide b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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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栅氧化层的逐渐减薄，薄栅氧化层的可靠性越来越重要。本文研究了不同温度 SC1 对栅氧可靠

性的影响，并采用物理切片及 TEM 对栅氧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温度下 SC1 清洗
工艺对栅氧生长有源区拐角处形貌影响较大。采用热 SC1 清洗溶液会在有源区拐角处出现尖角异常，进
而导致栅氧化层厚度偏薄，最终导致整体栅氧击穿电压偏小。冷 SC1 相比于热 SC1，对基底硅的刻蚀量
较少，速度更慢，可以消除有源区拐角处出现尖角的异常，并且晶硅表面粗糙度较小，薄栅氧化层可靠
性相对较好。因此，在高技术节点的生产工艺中，冷 SC1 清洗方式会逐渐替代热 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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