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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槽 MOS 势垒肖特基二极管器件
刻蚀工艺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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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阐述了沟槽 MOS 势垒肖特基（trench MOS barrier Schottky，TMBS）二极管器件形貌改善的经过
及结果，并详细介绍了该类型器件围绕刻蚀工艺变更而对各项工艺的影响。基于器件整体的工艺，研究给出
一种在沟槽底部去除二氧化硅的刻蚀工艺的优化解决方案，从而使器件既能够保持原有的特征形貌，还能够
提高晶圆的良率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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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and result of improving pattern for trench MOS
barrier Schottky (TMBS) diode device, and introduces the influence of all the process from etch process
changes of the device. Based on researching of process flow, an etch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partial removal
of silicon oxide under the bottom of the big trench has been put out. The device can not only maintain the
characteristic morphology of the original,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yield and reliability of w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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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半导体工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功率半导体市场的迅速膨胀，包括汽车电子领域、新能源领域

及便携式电子等设备[1]，功率电子工业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肖特基二极管由于低的正向导通压降和
快速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功率整流器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传统的平面硅基肖特基二极管中，
由于其反向漏电主要来自热电子发射[2]，而不是像 PN 结（PN junction）一样来自产生的复合电流[3]，因
此，在相同的面积和电压下，平面肖特基结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比 PN 结大很多；另一方面，在高压器
件中，由于寄生电阻的影响，平面肖特基二极管的低正向导通电压的优势也不明显。为改善平面肖特基
二极管的这些缺点，1995 年，MEHROTRA 等[4]提出了 TMBS 二极管结构的器件，在该器件中，电场耦
合作用改变了一定电压下的电场强度分布，将电场强度的最大值从肖特基结处转移到硅的内部，有效地
抑制了反向偏压下由镜像力引起的肖特基势垒降低效应，从而减小了肖特基结的反向漏电流[5]。另外，
TMBS 二极管结构还可以降低有源区中电场强度的最大值，从而实现二极管反向雪崩击穿电压的增加，
因此，在保证维持同样击穿电压的前提下，可以使用较高掺杂浓度的外延层来实现较低的正向导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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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 TMBS 器件相对于平面硅基肖特基二极管具有高击穿电压以及较低反向漏电流的优势，许
多公司纷纷开发 TMBS 二极管器件。在开发 TMBS 器件的过程中，产品在试制时，晶圆良率的稳定性和
器件的性能异常低于预期的标准。在主要的失效模式中，漏电导致的击穿电压偏低占主导地位。通过研
究发现蚀刻工艺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良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为解决晶圆的良率低及良率稳定性问题，
本文研究器件失效的确切原因及能够改善这种低良率的方法。

1

器件刻蚀工艺简介
TMBS 器件结构如图 1 所示，包括 N+半导体衬底、位于 N+半导体衬底上的 N−外延层（其厚度取决

于器件的反向耐压，实际制作工艺中需要考虑热过程导致的 N+衬底中杂质的反扩散）、N−外延层上周期
性排列的沟槽结构、沟槽内壁厚度为 t 的二氧化硅薄层、在沟槽内部及外延层上填充的导电材料、N+衬
底下面生长的欧姆接触的导电材料。W 为沟槽的宽度，S 为两个相邻沟槽之间的宽度，h 为沟槽的深度，
d 为 N−外延层的深度。
TMBS 在作业沟槽（耗尽区的大沟槽和原胞区的小沟槽）刻蚀工艺时，由于刻蚀工艺是同时刻蚀沟
槽的，会将大沟槽的刻蚀深度刻蚀得与原胞区的小沟槽一样深。但是，大沟槽的宽度比原胞区的沟槽宽
度大 10 多倍，达到 15 μm 以上（如图 2 所示），因此在后续填充沟槽二氧化硅和多晶硅时，原胞区的沟
槽能因为宽度较小而填满，但是耗尽区的大沟槽却因为太宽而导致填充时将大沟槽的底部当作平面，因
而出现台阶差。大沟槽不仅作为晶胞的终止区域，也作为芯片与切割道的分隔区域，因此在功能上是不
可忽略的。同时，为保证器件在终止区域绝缘以及防止器件被击穿，需要在大沟槽内沉积填充较厚的二
氧化硅，然而在沉积二氧化硅时是非选择性的，因此不仅会在大沟槽上沉积，还会在原胞区的表面上沉
积，而本研究不需要保留在原胞区上的厚层二氧化硅，因此必须去除在原胞区的小沟槽上的二氧化硅。
按照传统的工艺流程，在干法刻蚀工艺后是利用湿法刻蚀将原胞区小沟槽上的二氧化硅去除，但是这步
工艺会给器件带来损伤，为后续器件的失效埋下隐患。

图1
Fig. 1

TMBS 基本结构

Basic structure of TMBS

图2
Fig. 2

TMBS 的大沟槽
Big trench of TMBS

在使用原始工艺生产晶圆时，几乎每批货物的每枚晶圆均存在随机失效，如图 3 所示。检查所有工
艺作业没有异常，同时确认每项工艺参数无误后，采取故障分析（failure analysis，FA）实验，最终发现
器件在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被击穿，同时发现击穿电压反向漏电流随机失效处全部集中存在该类型
的异常。对失效样品做聚焦离子束（focused ion beam，FIB）（如图 4 所示），可以发现热点集中在芯片
的边缘位置，这些位置即为大沟槽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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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某 TMBS 产品良率图

Yield map of a TMBS product

图4
Fig. 4

FIB 异常缺陷

Abnormal defect of FIB

a—样品 NG1；b—样品 NG2
a-Sample NG1; b-Sample 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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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判断，器件的漏电主要集中在大沟槽处，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是该器件的薄
弱点。需要找出造成该薄弱点的工艺步骤并加以改进，在优化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方面开展研究，
设计优化实验以改善产品工艺。

2

改善实验与形貌结果
为尽快找到对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质量产生影响的步骤，仔细比对原始工艺流程发现，栅氧湿

法刻蚀这步是最有可能影响大沟槽多晶硅底部栅氧质量的工艺步骤。该步的作用是去除在原胞区上的厚
层二氧化硅。由于湿法刻蚀利用化学反应进行薄膜去除，而化学反应本身并不具有方向性，所以湿法刻
蚀属于各向同性刻蚀。因此栅氧湿法刻蚀在去除原胞区上厚层二氧化硅的同时，也会刻蚀大沟槽上的二
氧化硅，正是由于湿法刻蚀的各向同性特点，怀疑会对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进行过多的横向刻蚀导
致薄弱点的产生。由于后续工艺中有干法刻蚀栅氧，作用是去除原胞区的磷酸硼硅酸盐玻璃（boron
phosphate silicate glass，BPSG），同样是去除原胞区的薄膜，设想将原本分 2 步去除的工艺步骤合二为一，
即删除原本的栅氧湿法刻蚀，而在干法刻蚀栅氧这步加大刻蚀量将栅氧也一并去除，由于干法刻蚀的纵
向刻蚀速率远大于横向刻蚀速率，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不被过多地横向刻蚀，
可以改善此薄弱点。
在确认了准备使用干法刻蚀栅氧（Gox+BPSG）来替代栅氧湿法刻蚀+干法刻蚀栅氧（BPSG）后，
决定投入第一轮的实验片对器件的形貌及工艺的安全程度重新做一次评估。将原工艺的器件切片结果（如
图 5 所示）和第一轮的切片结果（如图 6 所示）进行比较后发现，使用干法刻蚀栅氧（Gox+BPSG）可
以将原胞区表面的栅氧去除，但是会对原胞区沟槽内的栅氧造成过度纵向刻蚀，需要重新调整干刻刻蚀
时间，进行第二轮的 PRS 晶圆形貌片确认。

图5

原器件原胞切片形貌

Fig. 5 Morphology of cell area in the original device

图6

器件第一轮先导片原胞切片形貌

Fig. 6 Morphology of cell area for the first run in the device

从第二轮 PRS 的结果观察，调整干刻刻蚀时间不仅可以将原胞区表面的栅氧去除干净，也不会对原
胞区沟槽内的栅氧造成过度纵向刻蚀，原胞区的形貌与原器件形貌一致（如图 7 所示）。除了原胞区形貌
匹配外，更重要的是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也有明显改善。
图 8 为原器件大沟槽的切片形貌，多晶硅底部的栅氧有明显的横向刻蚀过多的现象，红色方框所示
区域的栅氧明显偏薄，这是原工艺步骤湿法刻蚀栅氧各向同性导致的，而经过删除湿法刻蚀，改用调整
刻蚀量后的干法刻蚀做出来的第二轮 PRS 大沟槽的切片形貌如图 9 所示。大沟槽多晶硅底部的栅氧没
有明显的横向过刻现象，多晶硅底部的栅氧被很好地保护住，因此使用这种工艺方法在保证原胞区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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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氧完全去除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避免大沟槽多晶硅底部栅氧的横向过刻蚀，改善原器件存在的薄弱点。

图7

图8

器件第二轮先导片原胞切片形貌

Fig. 7 Morphology of cell area for the second run in the device

Fig. 8

原器件大沟槽切片形貌

Morphology of big trench in the original device

由于器件的设计与工艺需要结合得非常紧密，
TMBS 的工艺步骤不同于其他功率半导体工艺器件，
每个站点的工艺变更均可能影响并导致下一步作业
结果与预期设想不一致。因此，在作业时需要研究
主要工艺步骤站点的实际作业效果，并与器件的预
期形貌对比，尤其是要做好变更工艺流程步骤前后
的形貌对比，从而优化作业流程。正是由于对此有
了清楚的认知，在变更工艺前先通过 2 轮的 PRS 确
认，可以及时发现工艺变更带来的形貌变化并加以
改善，最终达到顺利改善大沟槽多晶硅底部栅氧的

图9

器件第二轮先导片大沟槽切片形貌

Fig. 9 Morphology of big trench for the second run in the device

目的。

表 1 列出了分别使用原工艺与新工艺生产的器件性能参数比较，可以看出，按照最新的形貌工艺条
件作业工程批，产品的良率能够达到 99%，器件的性能也达到了预期，从而论证了新的刻蚀工艺适合于
该系列产品量产。
表1
Tab. 1

原工艺与新工艺性能参数比较

Capability parameter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process and new process

参数

预期值

原工艺数值

新工艺数值

击穿电压/V

>45

<43

53

正向导通电压/V

<0.52

0.47

0.46

反向漏电流/μA

<15

>20

7

平均良率/%

>95.00

84.50

99.90

注：正向导通电压设定为 VF@I=0.5 A；反向漏电流设定为 IR@VR=45 V

3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改善 TMBS 器件的方案，并验证了该改善方法对器件性能及工艺作业安全性的优势。

使用新的刻蚀方案可以对增加器件的工艺余量及提高器件的可靠性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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