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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3D NAND性能、可靠性和良率

前言

多年来，全球的非易失存储功能都仰仗于 NAND 闪

存技术。其用途已经从单纯的闪存驱动器扩展到笔记本电

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如今又扩展至云端存储操作所

需固态存储记忆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上的逐渐演进

已满足对存储容量增加、尺寸缩小和可靠度提升上的不断

需求，而且此技术已经验证，可提供高性能，低功耗，并

和以前的固态存储技术相比，每存储单位比特成本更低，

其价值不言而喻。

最初，NAND 闪存制造商使用多重图案化技术来缩小

尺寸，从而增加存储密度，降低相对应成本。遗憾的是，

2D 或平面 NAND 闪存存储体在 15nm 节点时已经触及缩小

的极限。制造商不得不采用具有革新意义的环绕式闸极层

堆叠起来的 NAND，以实现新的性能目标。这就是如今 3D 

NAND 结构的开端，它代表对于缩小方式需求的根本转变。

3D NAND 技术不是在二维平面上进行水平方向缩小，而是

采用垂直方向扩展，或者第三维度方向上进行扩展，如图

1a 和 1b。3D NAND 不仅能达到更高存储密度， 也能降低

每存储单位比特的成本。

尽管 3D NAND 极具优势，但制造起来工艺复杂和资

本投资高，在制程控制、良率提升和经济规模上给晶圆厂

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1。随着晶圆厂大量投资于 24 层、32

层和 48 层 3D NAND 制造工艺开发，他们也制造出了更

有竞争力的每存储

单位比特成本的存

储体。出于种种考

虑，64 层和更多层

数的 3D NAND 结构

显示能够最大化节

省成本。

2007 年， 东

芝（bit cost scalable，

即 BICS） 和 三 星

（ 垂 直 NAND， 即 

V-NAND）率先采用

3D NAND 技术。美

光 / 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紧随其后，中国的长江存储也是

新起之秀。这些都是 3D NAND 组件的主要制造商。三星

在 2013 年首次实现了 3D NAND 量产， 且近年不断扩大

生产规模。据估计，到 2017 年底，三星 3D NAND 闪存

产量超过 NAND 闪存总产量的 70％。当年第 4 季度，季

度产量占比超过 80％。2

虽然 3D NAND 日趋成熟并成为主流技术，芯片制造

商非常清楚，考虑到制造上高度复杂性，要以更低成本来

满足全球消费者和企业上对于数据存储的需求，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从芯片制造商到设备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整

个半导体行业需要共同努力才能更进一步来制造出高生产

良率、高性能低成本的 3D NAND 闪存存储体。和之前的

技术异曲同工的是，专注于工艺制造效率、材料创新和污

染控制可优化制造工艺，从而提高性能，提高良率，降低

成本。本文将关注于探讨几个关键领域，特别是蚀刻和沉

积上的挑战，以及污染问题。

通过材料优化开发高纵横比的蚀刻

在平面 NAND 技术中，缩小主要由光刻来达成。在

缩小 3D NAND 时，需要极高的精度控制和工艺重复性才

能达成对于 3D 复杂结构所需要极高纵横比（HAR）特性

的需求。因此，3D NAND 的成功需要创新的图案转移解

决方案以降低变异性。1

图 1. 3D NAND设计在垂直方向做多层堆叠来达成更高的存储单元密度，以降低每存储单元比特的成本，从而解决了2D NAND的缩

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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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160℃）进行蚀刻；然而，层数高达或超过 96 层时，

就需要专门配制湿法蚀刻化学品，来提高工艺余量。

还有其他工艺也需要特别配置化学品才能实现所需

规格， 比如使用湿法脱模去除硬掩模材料。HAR 蚀刻需采

用极端工艺，必须采用越来越难以蚀刻的硬掩模材料。这

样的硬掩模材料在蚀刻步骤后也更难以去除。

除了干法蚀刻机台和工艺创新， 3D NAND 所需的 

HAR 特性、硬掩模材料以及后续制程相关材料研发工艺

步骤也需要开发相应对策， 以实现关键蚀刻工艺的稳定

性、可重复性和最优化。

减少组件减速效应

随着 3D NAND 的堆叠越来越高， 硅通道越来越长，

组件速度受信道中电子迁移

率及电子迁移行程延长所限

制。制造商能够通过在导电硅

通道中掺杂物质，以提高导电

硅通道中的电子迁移率，来补

偿组件减速效应。目前已知的

是掺锗可以改善电子迁移率，

目前正用于开发 3D NAND 工

艺。这项工艺的要求是在直

径约 50nm、深数微米的 HAR 

硅通道中做均匀掺杂。供应

商正在努力寻找为这种应用

提供锗掺杂的更有效方法。目

前公认有效的是采用纯锗烷，

取代现行的使用氢稀释锗烷

的做法。要实现最大限度地提

高通道的导电性、同时保持组

件的运行速度的目的，就要多

方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在上游供应链就进行缺陷控制

在 3D NAND 工艺中，工艺纯度和缺陷控制至关重要。

较大芯片尺寸和传统 NAND 闪存单元对于缺陷的容差大

于较小尺寸和复杂结构。实际上，随着 3D 堆叠中晶体管

数量的增加，一个缺陷可能会遮蔽多个存储单元，进而影

响整个存储体的性能。因此，必须识别所有潜在的污染区

域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去除来自于蚀刻腔、材料杂质、不

在极高纵横比（HAR）的状况下，蚀刻的精度对于

优化通道的通孔和存取单元的沟槽、独特的外围阶梯架构

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外围阶梯架构主要是将存储单元连接

到周边的 CMOS 电路，用于读取、写入和删除存储数据。

目前，极高纵横比（HAR）蚀刻通常采用无定型碳

作为硬掩模材料。随着通道纵横比的增加，该材料已达到

极限。目前业界正在开发几种可能的方法，以提高无定形

碳的选择比，包括对无定形碳进行掺杂或添加其他硬掩模

材料。

最新尺寸信息提示，垂直间距约为

100 nm，堆叠厚度约为 5 µm，相应地纵

横比约为 50:1。更糟糕的是，由于单元

存储堆栈上成对的氮化硅（Si3N4）和用

于隔离单元的二氧化硅（SiO2），干法蚀

刻工程师很难在实行连续垂直通道蚀刻

的同时，对无定形碳硬掩模材料还能保

留高选择比使蚀刻气体能够到达通道的

底部，达成直线通道轮廓。他们需要借

助于材料本身特性上重大的更改，甚至

采用新材料，才能克服这些难题。

此外，随着多层堆叠高度的增加，

要在存储阵列通道的顶部和底部达到相

同的蚀刻和沉积轮廓则更难上加难。例

如，比率为 ~50:1 时，湿法蚀刻挑战在

于如何选择性去除存储堆叠中的 Si3N4。

难点在于如何在堆叠通道的顶部和底部

以及芯片中均匀去除 Si3N4，而不蚀刻任

何 SiO2。层数低于 96 时，可以使用热磷

图2. 通过堆叠存储单元，3D NAND的架构不依赖横向缩小来增加存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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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化学品过滤装置、晶圆载体设

备和光刻胶中的泡沫等污染源所产生

的缺陷。

在极端 HAR 离子蚀刻步骤中，

蚀刻机内部蚀刻腔体长时间暴露于高

能量离子和高温制程中，腔体本身会

受侵蚀导致颗粒脱落。传统上，为了

抵挡腐蚀性离子的侵蚀，蚀刻腔部件

会喷涂一层氧化钇（Y2O3），如图 5 

所示。这种涂层对于微电子工程师来

说是非常粗糙的。这种粗糙的涂层会

导致大量的小颗粒和污染物脱落。这

就需要使用物理气相沉积（PVD）或

等离子增强化学汽相沉积等技术来沉

积更高质量的 Y2O3 层。该沉积层密

度越高，表面越平滑，晶圆缺陷相对

就越少。

ALD 工艺也是如此。最近，对

于高质量涂层测试需求的增加已扩展

到 ALD 腔体和机台零件。由于利用

ALD 工艺来沉积存储单元层中使电

荷流通的通道，对任何金属杂质污染

都非常敏感。任何与 ALD 制程中化

学前躯物会接触的表面都是潜在的污

染源。包含输送系统中、管道、阀门

和仪表的任何内部部件，都可能需要

借助涂层技术防止污染物。

零件涂层是高度定制化工艺。某

些情况下，PVD 就足够了，但需要覆

盖具有极端台阶存在的任何部件就需

要 ALD 工艺。尽管最初针对高质量

涂层在蚀刻和沉积腔部件的需求来自

于 3D NAND 规格，但高端逻辑制造

商 IDM 也越来越注重此涂层的质量

需求。

随着组件在几何尺寸上不断缩

小，每一代 3D NAND 对污染物也越

来越敏感。材料纯度至关重要，因

为任何缺陷对组件性能的影响越来越

大。材料纯度控制越来越关键。

此外，控制存储单元构造中的

污染对于提升晶圆良率和可靠性也至

关重要。首先是和每片晶圆直接接触

的化学品。正因如此，芯片制造商不

断强烈要求化学品供应商，提供更高

的纯度。提高化学品纯度是在芯片制

造过程中实现工艺清洁以提高组件良

率的第一步。因此，与能够大批量制

造的供应商合作非常关键，他们必需

要拥有先进的质量制造管控措施、洁

净的包装和物流（如包括温度控制运

输）。

考虑到大量通道通孔（每片芯

片超 20 亿个）的存在以及先进 3D 

NAND 组件的堆叠厚度增加，在每一

代技术中，蚀刻步骤产生副产物的数

量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由于工艺

步骤繁多，一批晶圆通常会长时间置

于 FOUP 的微环境中以等待下一阶段

制程。在这种情况下，蚀刻所产生任

何残留在芯片上的副产物可能会被吸

附至 FOUP 内部表面， 在等待期会被

转移到其他晶圆上，以致造成其他晶

圆的缺陷。为防止副产物在微环境中

的再吸附，一种创新解决方案应运而

生：使用内部涂有阻隔材料的聚碳酸

酯 FOUP。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抽走副

产物，从而减少缺陷的产生。

对于深蚀刻结构，定义无定形碳

硬掩膜层需要非常厚的高粘度光阻剂

层（~1000 cps）。这种高粘度会导致

光阻分配期间产生微泡，在随后的图

案转移化中成为缺陷。在大尺寸技术

晶圆厂中，晶圆上产生气泡并不重要；

然而，因为尺寸较小（例如，通道直

径约为 50 nm），3D NAND 工艺对光

刻缺陷更为敏感。为了有效地减少气

泡，需要一种新颖的泵送方式来传送

高粘度光阻剂。

为此，泵送系统开发了出来，用

于过滤、去除气泡和分配高粘度光阻

剂。这个两级泵系统拥有一个重要特

征，那就是在两个泵之间安装一个过

滤器。在没有泵送状态下，光阻剂经

过过滤器进入第二级泵，在不限制流

量下将气泡释放。理想情况下，该泵

PVD氧化钇涂层 喷涂氧化钇层

图 5. PVD硅表面与等离子喷涂表面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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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网的，集成流量计可以通过网络将分配量上传至晶圆厂参数监控

系统。

另一种减少气泡可能性的方法是利用在原来光阻瓶内置放另一包

装袋概念。将光阻剂置放于此一洁净的包装袋内。当瓶子和包装袋之

间的空间被加压，即能有效地将光阻剂挤出到机台上。一方面可以减

少光阻剂和原来光阻瓶材料之间的直接接触 , 有助于避免光阻剂被污

染的问题，另外也消除在原来没有另一包装袋的光阻瓶设计中，因光

阻剂逐步使用后所产生的顶部空气所造成的气泡，此气泡会在泵送过

程中被夹带而造成图案转移化中形成为缺陷。

总之， 当下和未来的污染控制进展对于为了实现增加层数、缩小

尺寸的高级芯片开发所需的工艺洁净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芯片制造工

艺洁净，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统必须共同努力，确定潜在的污染源并开

发合适的解决方案。

Entegris 深悉 3D NAND 设计和制造的独特挑战，不仅可与您合

作开发和优化专为蚀刻和清洁工艺配制的专用独特化学品，同时注重

了解贵公司的制造流程和找出任何潜在的污染源，力求共同开发以提

供能确保工艺制造完整性的最佳解决方案。从液体、固体和气体化学

品，到安全且高效能的化学品输送系统，再到先进的过滤技术和特种

涂料，我们对工艺制造技术上的纯度精益求精，帮助您解决影响任何

闪存产品制造链中从设计到材料供应处理、制造和交付到你客户等方

方面的各种挑战。Entegris 的部分解决方案参见图 6。

总结

随着工艺缩小，达到二维平面 NAND 闪存的极限，同时 3D 

NAND 单元层堆叠技术不断进步，一系列与堆叠（而非尺寸缩小）相

关的工艺挑战涌现出来。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各种创新：

• 针对极端 HAR 蚀刻，创新包括所有相关的硬掩膜材料和副产物

管控

• 减少缺陷，必须满足对于先进制造中的污染物控制需求，

• 提高通道电子迁移率和周边电路的电导率以解决存储组件减速问题

• 精确构建对于存储单元不断在几何尺寸上持续极端缩小的解决方案

IDM、OEM 及整个供应链中的材料制造商 / 污染控制专家需密切

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实现 3D NAND 工艺创新。随着垂直单元

堆叠架构明显向 128、256 甚至更高层数迈进，业界将实现更高的性能、

更可靠的组件、更高的容量和更低的每存储单元比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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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gris 解决方案，助您应对
3D-NAND 设计和制造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得益于三维垂直堆叠存储架构，闪存容量呈指数级增长，但也从根本上为器件制造和集成上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

影响闪存产品链的方方面面，贯穿从设计到供应、材料处理、制造和交付的整个链条。随着架构垂直层数的增加，从 

64 层上升至 96 层、128 层甚至更高时，这些挑战将变得更加棘手。 

Entegris 深谙其中的诸多挑战，并为你带来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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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GRIS 解决方案： 
• 为选择性去除 Si3N4 配制的化学品
• 无碳 ALD 前体

挑战：
如何确保深垂通孔和沟槽顶部和底部一致

极端垂直架构造成堆叠顶部和底部单元面临的反应环
境有所不同。

原子层沉积

湿法蚀刻

前体气体

衬底

挑战：
如何保持材料的纯度和性能

ENTEGRIS 解决方案： 
• 无碳 ALD 前体
• 无污染固体前体交付
• 专业过滤器和纯化器

薄膜不能接触金属和碳。任何一层受到污染，就会 
毁掉整个存储串。

存储单元

金属和碳污染
微粒

挑战：
避免在等待期间因从 FOUP 吸附
副产品而造成缺陷

超高纵横比的蚀刻会产生大量副产品，
随后可能由 FOUP 盒体释放至晶圆 , 从而导致缺陷

ENTEGRIS 解决方案： 
• 带气体扩散清洁的 Entegris 防护材料 (EBM) FOUP

已印制电路图案的晶圆

沉积

FOUP

ENTEGRIS 解决方案： 
• IntelliGen® 二级泵和 Impact® 过滤器
• 带有内衬的光阻剂分配系统

挑战：
如何在小通道直径进行所需高粘度光阻
处理

要在确保高粘度光阻精确分布的同时，杜绝气泡和
污染，就需要专业的解决方案

干法蚀刻缺陷

曝光的光阻剂

蚀
刻

蚀
刻

气泡导致蚀刻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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