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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
粗糙度的方法。本发明通过控制快速热处理过程
中各个阶段的气体配置以及相应的升温退火过
程，
使最终晶圆表面粗糙度小于5A，
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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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包括：
将具有SOI结构的晶圆装载进入至快速热处理反应腔室，
装载温度为100℃‑400℃，
气
氛为纯Ar，
保持10s‑120s；
然后将气氛切换为Ar+n％H2混合气氛开始升温，
n小于10；
升温至
1150℃‑1300℃后开始退火，
退火时间为10s‑120s；
退火过程结束后保持气氛环境为纯Ar，
降温至600℃以下后取出，
即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应腔室的气压为常压或低压，
压力
为1mbar‑1010mbar。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温速率为30‑100℃/s。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温至1150℃‑1300℃后继续保持升
温阶段的Ar+n％H2混合气氛，
或者切换成纯Ar气氛。
所述降温速率为30‑100℃/s。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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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绝缘层上硅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绝缘层上硅(SOI)晶片顶层硅表面的粗糙程度会影响后续器件特性，
需要得到很
好的控制。
目前主要用于改善SOI表面粗糙度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利用氢气或氩气氛围下的
热退火处理(分为快速热退火和长时间热退火) ，
先消除顶层硅表面的自然氧化层以及其他
有机污染物，
再通过硅表面原子的迁移和重构，
逐渐形成相对平坦的表面形貌；
二是利用氯
化氢对顶层硅表面进行选择性刻蚀，
得到平整表面。
氯化氢刻蚀需要对顶层硅去除一部分，
并且不会影响厚度均匀性。
其均匀性不易控制。而热退火处理工艺参数调控较为简单，
[0003] US7883628B2提出了一种使用快速热退火降低半导体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具
体为在升温的前期阶段(850℃以下)快速热处理的反应腔体气氛为氢氩混合气，
紧接着切
换到纯氩气氛继续升温到目标温度后进行退火处理，
并保持纯氩气氛直到降温结束。但是
氢气还原氧化硅的有效反应温度要大于1000℃，
因此氢氩混合气作用温度过低，
表面自然
氧化层的去除效果不彻底，
另一方面氢氩混合气中氢气浓度太大会对表面有一定程度的刻
蚀作用，
这都会导致最终晶圆表面粗糙度达不到预期目标。
因此，
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改善晶
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通过控制快速热处理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气体配置以及相应的升温退火过程，
使最终晶圆表
面粗糙度小于5A，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善绝缘层上硅晶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包括：
[0006] 将具有SOI结构的晶圆装载进入至快速热处理反应腔室，
该晶圆初始表面粗糙度
大于10A，
装载温度为100℃‑400℃，
气氛为纯Ar，
保持10s‑120s；
然后将气氛切换为Ar+n％
H2混合气氛开始升温，
n小于10(优选小于3) ；
升温至1150℃‑1300℃(优选1200℃‑1250℃)
后开始退火，
退火时间为10s‑120s(优选20s‑50s) ；
退火过程结束后保持气氛环境为纯Ar，
降温至600℃以下后取出，
即可。
[0007] 所述反应腔室的气压为常压或低压，
压力为1mbar‑1010mbar。
[0008] 所述升温速率为30‑100℃/s，
优选为50‑70℃/s。
[0009] 所述升温至1150℃‑1300℃后继续保持升温阶段的Ar+n％H 混合气氛，
或者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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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纯Ar气氛。
[0010] 所述降温速率为30‑100℃/s，
优选为50‑70℃/s。
[0011] 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通过控制快速热处理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气体配置以及相应的升温退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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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使最终晶圆表面粗糙度小于5A，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SOI结构截面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工艺的温度曲线和气氛；
[0015] 图3为实施例1退火前后SOI晶圆表面AFM10um X10um非接触式扫面图；
[0016] 图4为实施例2退火前后SOI晶圆表面AFM10um X10um非接触式扫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
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所述改善粗糙度工艺适用于所有半导体晶圆。此外应
理解，
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
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0018] 实施例1
[0019] 图3左图为使用Smart‑cut工艺得到的SOI晶圆表面AFM10um X10um非接触式扫面
图，
其表面粗糙度为93 .5A。
[0020] 将上述晶圆装载进入至快速热处理反应腔室，
装载温度为200℃，
腔室气压为大气
保持30s；
然后将气氛切换为Ar+2 .5％H2混合气氛开始升
压，
气氛为纯Ar，
压力为1010mbar，
温，
升温速率为70℃/s，
升温至目标温度后将气氛切换为纯Ar，
开始退火阶段，
温度为1250
℃；
退火时间为30s；
退火过程结束后保持气氛环境仍为纯Ar，
降温至室温取出，
降温速率为
50℃/s；
图3右图为退火后的AFM10um X10um非接触式扫面图 ，
退火后晶圆表面粗糙度为
4 .8A。
[0021] 实施例2
[0022] 图4左图使用Smart‑cut工艺得到的SOI晶圆表面AFM30um X30um非接触式扫面图，
其表面粗糙度为104A。
[0023] 将上述晶圆装载进入至快速热处理反应腔室，
装载温度为200℃，
腔室气压为大气
保持30s；
然后将气氛切换为Ar+2 .5％H2混合气氛开始升
压，
气氛为纯Ar，
压力为1010mbar，
温，
升温速率为70℃/s，
保持氢氩混合气氛，
升温至目标温度后开始退火阶段，
温度为1250
℃；
退火时间为30s；
退火过程结束后气氛切换为纯Ar，
降温至室温取出，
降温速率为50℃/
s；
图4右图为退火后的AFM10um X10um非接触式扫面图，
退火后晶圆表面粗糙度为4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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