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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薄膜晶体管的制作方法
(57)摘要
一种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括：
于基板
上形成栅极及栅极绝缘层；
于栅极绝缘层上覆盖
导电层；
于导电层上形成第一光阻层，
并以一光
罩及栅极分别作为正背面曝光掩膜对第一光阻
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形成第一图案化光阻
层；
去除未被第一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导电层以
形成导电通道层；
于导电通道层上依次形成半导
体层及第二光阻层，
并以上述光罩及栅极分别作
为正背面曝光掩膜对第二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
时曝光以形成第二图案化光阻层；
去除未被第二
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半导体层以形成半导体通
道层；
形成源极及漏极。分别进行曝光制程以形
成半导体通道层及导电通道层时，
均采用同一光
罩，
因而无需针对不同的曝光制程制造不同的光
罩，
利于降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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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制造方法包括：
提供一基板，
并于该基板上形成栅极及栅极绝缘层；
于该栅极绝缘层上覆盖一导电层；
于该导电层上形成一第一光阻层，
并以一光罩为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作为背面曝
光掩膜对该第一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形成第一图案化光阻层；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所述导电层以形成导电通道层；
于该导电通道层上形成半导体层及于该半导体层上形成第二光阻层，
并以所述光罩为
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作为背面曝光掩膜对该第二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形成
第二图案化光阻层；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二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所述半导体层以形成覆盖该导电通道层的
半导体通道层；
于该半导体通道层两相对侧分别形成源极及漏极；
该光罩包括一透光区与一不透光区，
该光罩的不透光区的长度小于该栅极的长度，
该
光罩的不透光区的宽度大于该栅极的宽度。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蚀刻该导电层的时长不同
于蚀刻该半导体层的时长，
以使该导电通道层的面积小于该半导体通道层的面积。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第一、二图案化光阻层
及该栅极在该基板上的正投影重合。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第一、二光阻层均为正
型光阻。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导电层为透明材料。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导电通道层的材料包括
氧化铟锡、
氧化锑锡、
银纳米线、
铟锌氧化物或碳纳米管之一。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该半导体通道层后还
包括：
在该半导体通道层上形成蚀刻阻挡层，
再形成该源极及该漏极，
该源极及该漏极分别
覆盖于该蚀刻阻挡层的两相对侧。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该半导体通道层后还
包括：
在该半导体通道层上形成蚀刻阻挡层，
并在该蚀刻阻挡层的相对两侧分别形成连通该
半导体通道层的开孔；
于该蚀刻阻挡层上分别对应该二开孔处形成所述源极及所述漏极。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邻近
该导电层的接触面的宽度由该栅极界定，
长度由该光罩的不透光区界定，
该第二图案化光
阻层邻近该半导体层的接触面的宽度亦由该栅极界定，
长度亦由该光罩的不透光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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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晶体管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薄膜晶体管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薄膜晶体管(Thin Film Transistor，
TFT)作为开关组件已被广泛应用于显示、
触
控领域。例如，
显示设备（如液晶电视、
笔记本电脑及显示器）中的阵列基板通常采用薄膜晶
体管作为开关组件。常见的TFT通常包括位于基板上的栅极、覆盖栅极的栅极绝缘层、位于
栅极绝缘层上的通道层及分别覆盖于半导体通道层两侧的源/漏极。
[0003] 然，
随着着电子产品朝大尺寸、
高分辨率发展，
阵列基板上的TFT的数量越来越多，
因而对TFT的响应速度要求越来越高，
而此类TFT存在电子迁移率低，
而响应速度不够的问
题。为解决上述问题，
现有的一种对TFT的结构改良是通过在TFT的半导体通道层与栅极绝
缘层之间增设一导电通道层，
以增大TFT的电子迁移率，
从而提高薄膜晶体管的响应速度。
然而，
上述半导体通道层及导电通道层结构在制程过程中需要借助不同图案的掩膜进行曝
光蚀刻制程，
导致制造成本的增高且制造工序较复杂。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此，
有必要提供一种制造成本较低的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0005] 一种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该制造方法包括：
[0006] 提供一基板，
并于该基板上形成栅极及栅极绝缘层；
[0007] 于该栅极绝缘层上覆盖一导电层；
[0008] 于该导电层上形成一第一光阻层，
并以一光罩为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作为背
面曝光掩膜对该第一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形成第一图案化光阻层；
[0009]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所述导电层以形成导电通道层；
[0010] 于该导电通道层上形成半导体层及于该半导体层上形成第二光阻层，
并以所述光
罩为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作为背面曝光掩膜对该第二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
形成第二图案化光阻层；
[0011]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二图案化光阻层覆盖的所述半导体层以形成覆盖该导电通道
层的半导体通道层；
[0012] 于该半导体通道层两相对侧分别形成源极及漏极。
[0013] 与现有技术相对比 ，
本发明在分别形成半导体通道层及导电通道层时均以栅极为
背面曝光掩膜及以同一光罩作为正面曝光掩膜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
由于两次曝光制程均
采用同一光罩，
而无需针对不同的曝光制程制造不同的光罩，
因而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所提供的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变更实施方式所提供的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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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图为本发明一变更实施方式所提供的薄膜晶体管的截面示意图。
图4为图1所示薄膜晶体管的制造流程图。
图5至图10为图4中各步骤流程的剖视图。
图11为图7中光罩及栅极在基板上的结构投影图。
图12为图10中半导体通道层及导电通道层在基板上的结构投影图。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22]

薄膜晶体管
100
基板
101
栅极
102
栅极绝缘层
103
导电层
104a
导电通道层
104
半导体层
105a
半导体通道层
105
源接触区
1051
漏接触区
1052
蚀刻阻挡层
106
开孔
1061
源极
107
漏极
108
第一图案化光阻层
200
第二图案化光阻层
300
光罩
M
不透光区
M1
透光区
M2
长度
L1，
L3
宽度
L2，
L4
[0023]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请参阅图1，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所提供的薄膜晶体管100的截面示意图。该
薄膜晶体管100可应用于一阵列基板101（例如液晶显示阵列基板101）中作为一开关组件。
该薄膜晶体管100包括基板101、栅极102、栅极绝缘层103、导电通道层104、半导体通道层
105、
源极107及漏极108。该栅极102形成于该基板101表面，
该栅极绝缘层103覆盖于该栅极
102远离该基板101的一侧。该导电通道层104位于该栅极绝缘层103上且与该栅极102对应
设置，
该栅极绝缘层103将该导电通道层104和该栅极102及该半导体通道层105和该栅极
102彼此隔开而相互绝缘。所述半导体通道层105覆盖于所述导电通道层104上。所述源极
107与所述漏极108分别覆盖于所述半导体通道层105相对两侧，
该半导体通道层105将该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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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107与该导电通道层104及该漏极108与该导电通道层104隔开。
[0025] 进一步地，
所述半导体通道层105包括源接触区1051与漏接触区1052。所述源接触
区1051位于所述源极107与所述导电通道层104之间。所述源极107上的电流会依次经由所
述源接触区1051、
所述导电通道层104、
所述漏接触区1052传导至所述漏极108。所述漏接触
区1052位于所述漏极108与所述导电通道层104之间。本实施方式中，
该源极107及该漏极
108选择与该导电层104a相同的材质，
且均为透明材质。
当然，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
也可以为
不同的导电材质。该导电通道层104的材料包括氧化铟锡（ITO）、
氧化锑锡（ATO）、
银纳米线、
铟锌氧化物(IZO)或碳纳米管等透明导电材料。该半导体通道层105的材质包括非晶硅（例
如本征非晶硅、
n型非晶硅等）、
晶硅、
氧化物半导体及有机材料之一或其组合。其中，
该氧化
物半导体包括但不限于铟镓锌氧化物（Indium Gallium Zinc Oxide，
IGZO）。
[0026] 在其他变更实施方式中，
如图2所示，
当所述半导体通道层105选用氧化物半导体
材料时，
所述薄膜晶体管100还包括一蚀刻阻挡层106。该蚀刻阻挡层106设置于该半导体通
道层105上的中间位置，
该源极107及该漏极108分别覆盖该蚀刻阻挡层106的相对两侧，
且
分别与该半导体通道层105的相对两侧接触。在另一变更实施方式中，
如图3所示，
该蚀刻阻
挡层106覆盖于该半导体通道层105上，
该蚀刻阻挡层106的相对两侧分别形成连通该半导
体通道层105的开孔1061，
该二开孔1061分别对应位于该源接触区1051及该漏接触区1052，
所述源极107及所述漏极108分别对应形成于该二开孔1061上，
并通过该二开孔1061分别与
该半导体通道层105连通。
[0027] 请一并参阅图4-10，
图4为图1所示薄膜晶体管100的制造流程图。
图5至图10为图4
中各步骤流程的剖视图。
[0028] 步骤S101，
请首先参阅图5，
提供一基板101，
在基板101上依次形成栅极102及覆盖
该栅极102的栅极绝缘层103。
其中，
该栅极102的长度为L1，
宽度为L2，
如图12所示。
[0029] 步骤S102，
请进一步参阅图6，
于该栅极绝缘层103上覆盖一导电层104a。
[0030] 步骤S103，
请进一步参阅图7及图11，
于该导电层104a上形成一第一光阻层，
并以
一光罩M为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102作为背面曝光掩膜对该第一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
时曝光以形成第一图案化光阻层200。
[0031] 具体地，
如图所示11，
该光罩M包括一不透光区M1及包围该不透光区的一透光区
M2，
该不透光区M1的长度为L3，
宽度为L4，
如图12。该不透光区M1在所述基板101上的正投影
及所述栅极102在所述基板101上的正投影至少部分重叠，
使得通过该光罩M及该栅极102对
该第一光阻层进行曝光后，
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200在该基板101上的正投影与该重叠处正
好重合。本实施方式中，
该不透光区M1的长度L3小于该栅极102的长度L1，
该不透光区M1的
宽度L4大于该栅极102的宽度L2。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200邻近该导电层104a的接触面的宽
度由该栅极102界定，
长度由该光罩M的不透光区M1界定。
其中，
该第一光阻层为正型光阻。
[0032] 由于以该光罩M及该栅极102分别作为正背面曝光掩膜，
二掩膜的正投影交叠图案
为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200的正投影图案，
因而可实现自动对位的效果，
而省去了曝光制程
中的对位校准程序，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此外，
由于借助所述栅极102作为背面曝光掩膜，
有利于提高对位的准确度。
[0033] 步骤S104，
请进一步参阅图8，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一图案化光阻层200覆盖的所述
导电层104a以形成导电通道层1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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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105，
请进一步参阅图9及图11，
于该导电通道层104上形成半导体层105a及
于该半导体层105a上形成第二光阻层，
并以所述光罩M为正面曝光掩膜及以该栅极102作为
背面曝光掩膜对该第二光阻层进行正背面同时曝光以形成第二图案化光阻层300。
[0035]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一光阻层及所述第二光阻层为相同的材质。具体地，
如图所
示11，
该光罩M在所述基板101上的正投影及所述栅极102在所述基板101上的正投影的重叠
部分面积与该第二图案化光阻层300的正投影面积相等，
通过该光罩M及该栅极102对该第
二光阻层进行曝光后，
该第二图案化光阻层300邻近该半导体层105a的接触面的宽度由该
栅极102界定，
长度由该不透光区M1界定，
所述第二图案化光阻层300与所述第一图案化光
阻层200在该基板101上正投影正好重叠。借助所述栅极102作为背面曝光掩膜，
形成该第
一、二图案化光阻层200、300均可采用同一光罩M，
提高了光罩M利用率，
有利于节省制造成
本。
[0036] 步骤S106，
请进一步参阅图10及图12，
蚀刻去除未被该第二图案化光阻层300覆盖
的所述半导体层105a以形成覆盖该导电通道层104的半导体通道层105。
[0037] 需要说明的是，
在分别对该导电层104a及该半导体层105a进行蚀刻时，
可通过调
节蚀刻液浓度、
蚀刻速度及蚀刻时间或选择不同蚀刻液等方式调节蚀刻率，
使该导电通道
层104在该基板101上的投影面积小于该半导体通道层105在该基板101上的正投影面积，
如
图12所示，
从而使该导电通道层104被该半导体通道层105所包覆而不与所述源、漏极107、
108接触。本实施方式中，
在上述其他参数固定的情况下，
通过调节对该导电层104a及该半
导体层105a进行蚀刻的蚀刻时间，
使该导电通道层104在该基板101上的投影面积小于该半
导体通道层105在该基板101上的正投影面积。实际实施时，
可根据所述导电层104a及所述
半导体层105a的具体材质及所选择的蚀刻液确认需要的蚀刻时间。
[0038] 步骤S107，
请再次参阅图1，
于该半导体通道层105两相对侧分别形成源极107及漏
极108。
得到图1所示薄膜晶体管100。
[0039] 在其他变更实施方式中，
还可先在该半导体通道层105上形成蚀刻蚀挡层后再形
成分别覆盖所述蚀刻蚀挡层相对两侧的所述源极107及所述漏极108，
得到图2所示薄膜晶
体管100。
[0040] 在另一变更实施方式中，
还可在形成该半导体通道层105上后，
在该半导体通道层
105上形成蚀刻阻挡层106，
并在该蚀刻阻挡层106的相对两侧分别形成连通该半导体通道
层105的开孔1061，
然后在该蚀刻阻挡层106上分别对应该二开孔1061处形成所述源极107
及所述漏极108，
得到图3所示薄膜晶体管100。
需要说明的是，
制造如图3所示的薄膜晶体管
100的过程中，
在进行上述步骤S104与步骤S106，
分别对该导电层104a及该半导体层105a进
行蚀刻时，
由于该结构的薄膜晶体管100对该半导体通道层105是否将该导电通道层104的
顶面及侧面完全覆盖并无严格要求，
因而，
在其他蚀刻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对该导电层
104a及该半导体层105a的蚀刻时间长短无严格控制。但在前序制程中若该半导体层105a未
将该导电层104a包覆，
则在进行步骤S107时，
该薄膜晶体管100的蚀刻阻挡层106需将该半
导体通道层105及该导电通道层104的顶面及侧面包覆。
[0041] 在后续制程中，
在薄膜晶体管100上还可形成平坦层、钝化层等习知技术，
在此不
再赘述。
[004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图示中出现的上、
下、左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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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仅为了方便理解，
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应当理解，
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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