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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用於製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和製造半導 

體裝置的方法，其中所述半導體基板上隔著緩衝層固定有 

單晶半導體層。

【先前技術】

近年來，已經開發了使用絕緣體上矽（SOI）基板取 

代體矽晶圓的積體電路。可利用絕緣層上形成的薄單晶矽 

層的特徵，來形成積體電路中的電晶體的完全電絕緣半導 

體層以及形成全耗盡電晶體。因此，可實現具有例如高整 

合度、高速運行和低功耗等高附加値的半導體積體電路 。

SOI基板的已知示例是 SIMOX基板和接合基板。例 

如，將氧離子注入單晶矽基板並在1 3 00OC或更高溫度進 

行熱處理以形成內埋氧化（BOX ）層，由此在表面形成單

晶矽薄膜，從而得到SIMOX基板的SOI結構。

透過使兩個單晶矽基板（基板和接合基板）相互接合

，將氧化膜夾在在它們之間，並且透過在背面（與接合面 

相對的面）使單晶矽基板其中之一（該接合基板）變薄， 

由此形成單晶矽薄膜，來得到接合基板的SOI結構。由於 

難以透過磨削或抛光來形成既薄且均勻的單晶矽薄膜，提

出了 一種使用氫離子注入的技術，它稱作 Smart-Cut （註

冊商標）（參見例如參考文獻1：日本公開專利申請第

NO.H5-2 1 11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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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描述製造這種SOI基板的方法的槪要。透過將氫

離子注入矽晶圓，在距離表面的預定深度來形成離子注入 

層。然後，透過氧化充當基板的另一個矽晶圓來形成氧化

矽膜。此後，將被注入氫離子的矽晶圓和另一個矽晶圓上 

的氧化矽膜接合在一起'以接合這兩個矽晶圓。然後，透 

過熱處理以離子注入層用作分裂面在矽晶圓中產生分裂， 

由此形成其中將薄單晶矽層接合到基板的基板。

此外，用於形成其中將單晶矽層接合到玻璃基板的

SOI基板的方法是已知的（參見例如參考文獻2 :日本公

開專利申請第No. Η 1 1 -0973 79號）。在參考文獻2中，

機械抛光分離平面，以去除分離平面上透過氫離子注入而 

形成的缺陷層或數奈米至數十奈米的步階。

另外，本案申請人公開了一種使用 Smart Cut （註冊

商標）來製造半導體裝置的方法，其中，具有高耐熱性的

基板用作支持基板（參考文獻3和4） >並且公開了一種

使用 Smart Cut （註冊商標）來製造半導體裝置的方法，

其中透光基板用作支持基板（參考文獻5）（參考文獻3 

:日本公開專利申請第No.H 1 1 - 1 63 3 63號，參考文獻4： 

日本公開專利申請第No.2000-012864號，以及參考文獻5 

:日本公開專利申請第Ν ο. 2000- 1 50905號）。

【發明內容】

由於玻璃基板具有比矽晶圓更大的面積且更便宜，因

此 > 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由此可製造低成本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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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基板。但是，玻璃基板 

因而具有低耐熱性。因此5 

加熱玻璃基板，並且處理溫 

就是說，對於去除在分離平 

面進行平面化的步驟的處理 

已經實現了按照習知方 

度進行加熱來去除接合到矽 

;但是，這樣的高溫方法無 

或更低的玻璃基板接合的半 

說，尙未建立一種再單晶化 

變點爲700°C或更低的玻璃 

有與處理之前的單晶半導體 

的單晶半導體層。

玻璃基板比矽晶圓更易 

具體來說，難以透過機械抛 

大面積玻璃基板進行處理。 

點來看，不推薦將對分離平 

與支持基板接合的半導體層 

制分離平面的表面的不平整 

件。這是因爲'在使用SOI

具有700°C或更低的應變點，

無法在超過其溫度上限的溫度 

度被限制到700°C或更低。也 

面的晶體缺陷的步驟以及對表 

溫度也存在限制。

式透過在1 000。。或更高的溫 

晶圓的半導體層中的晶體缺陷 

法用於去除與應變點爲700°C 

導體層中的晶體缺陷。也就是 

方法，透過該方法將接合到應 

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層復原到具 

基板相同或實質上相同結晶度 

於彎曲，並且具有起伏表面。 

光對於一側比30釐米更長的 

因此，從處理精度、產量等觀 

面進行機械抛光的處理用於對 

的平面化處理。同時，要求抑 

性，以便製造高性能半導體元 

基板來製造電晶體時，在半導

體層上隔著閘極絕緣層形成閘極電極。因此，如果存在半

導體層的大的不平整性，則難以製造具有高介電強度的閘

極絕緣層。因此，爲了較高介電強度，需要厚閘極絕緣層

。因此，半導體層的表面的大的不平整性導致半導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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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降低，例如場效應遷移率的降低、臨界値電壓的提

高等。

這樣，在具有低耐熱性且易於彎曲的基板、如玻璃基

板用作支持基板時出現問題， 

並且固定到支持基板的半導體

鑒於這類問題，本發明的 

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透過該 

的基板用作支持基板時，也可

一種用於製造本發明的一 

包括以下步驟：製備單晶半導 

過離子摻雜設備加速的離子來 

在距離單晶半導體基板表面的 

區；在支持基板和單晶半導體 

衝層；將支持基板和單晶半導 

中緩衝層夾在它們之間以使支 

互接合；透過加熱單晶半導體 

＞以便使單晶半導體基板與支 

晶半導體基板分離的單晶半導 

以及在加熱單晶半導體層的同

因爲難以改進與矽晶圓分離 

層的表面不平整性。

一個目的是提供一種用於製 

方法，即使在具有低耐熱性 

形成高性能半導體元件。

個觀點的半導體裝置的方法 

體基板和支持基板；採用透 

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從而 

預定深度的區域中形成損傷 

基板的至少一個之上形成緩 

體基板設置成相互接觸，其 

持基板和單晶半導體基板相 

基板，在損傷區中產生裂紋 

持基板分離，由此形成與單 

體層所固定到的支持基板； 

時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固定

到支持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層，以熔融單晶半導體層並進行 

單晶半導體層的再單晶化。

在此，術語“單晶”表示一種晶體，其中當聚焦某個晶

體軸時，在樣本的任何部分該晶軸的方向朝向相同方向，

並且沒有晶粒邊界。注意，在本說明書中，單晶包括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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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體-其中如上所述晶軸的方向是一致的'並且即使在它

包括晶體缺陷或者懸空鍵時也沒有晶粒邊界。

此外，單晶半導體層的再單晶化意味著，具有單晶結 

構的半導體層在處於與單晶結構不同的狀態（例如液相狀 

態）之後，返回到單晶結構。此外，可以說單晶半導體層 

的再單晶化表示使單晶半導體層再結晶以形成單晶半導體 

層。

透過雷射光束照射，單晶半導體層中採用雷射光束照

射的區域從表面在深度方向部分熔融照射。例如，表面以 

及表面附近被熔融。備選的方式是，單晶半導體層中用雷 

射光束照射的區域在深度方向被完全熔融。

在等於或高於400°C以及等於或低於支持基板的應變

點的溫度加熱單晶半導體層所固定到的支持基板的同時 ， 

可進行雷射光束照射。加熱溫度的範圍可從 400°C至 

670°C。加熱溫度範圍較佳的在 450°C至 65 0°C，更佳的

在500°C或更高。

較佳的是，具有650°C至690°C的應變點的基板用作 

支持基板。玻璃基板可用作支持基板。例如，可使用無鹼 

玻璃。

較佳的是 > 與單晶半導體基板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層的

厚度大於或等於20奈米並且小於或等於200奈米。

可採用包括單層或者兩層以上層的薄膜來形成緩衝層

。較佳的是，緩衝層包括阻擋層，它可防止錮從支持基板

側擴散。在採用雷射光束進行照肘時加熱支持基板以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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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半導體層，以及還透過來 

傳導來加熱支持基板。在雜 

鹼土金屬包含在支持基板的 

持基板溫度的增加而從支持 

提供阻擋層時，可防止雜質 

較佳的是，緩衝層包括 

觸'並且包含鹵素、如氯或 

在加熱單晶半導體層在 

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單晶半導 

導體層的時間長度。在室溫 

體層時，將單晶半導體層熔 

是，當對其吹加熱氣體時， 

間長度。較佳的是，將單晶 

奈秒。這是因爲，當熔融時 

傳導可能發生，並且可能對 

玻璃基板的熔融等損壞。

在用於製造本發明的半

，可在惰性氣體氣氛中採用 

樣較佳的是，採用雷射光束 

惰性氣體吹到單晶半導體層 

照射的區域照射。作爲惰性 

。惰性氣體指的是分子或原 

射與單晶半導體層的表面發 

惰性氣體的示例包括氮氣（

自被熔融的單晶半導體層的熱 

質（通常爲錮）、如鹼金屬或 

情況下，這類雜質可能由於支 

基板擴散到單晶半導體層。在 

擴散到單晶半導體層。

絕緣膜，它與單晶半導體層接 

氟。

其上固定的支持基板的同時， 

體層，由此可增加熔融單晶半 

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單晶半導 

融大約100奈秒以下時間；但 

可增加熔融單晶半導體層的時 

半導體層熔融200奈秒至1000 

間長度超過1000奈秒時'熱 

基板產生例如作爲支持基板的

導體裝置的方法中，較佳的是 

雷射光束來照射半導體層。同 

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同時將 

的上表面上採用雷射光束進行 

氣體，可使用氮氣或稀有氣體 

子在雷肘光束照射步驟中不照 

生反應而形成氧化膜的氣體。 

N2氣體）、例如氫和氤等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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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等。

在用於製造本發明的半導 

單晶半導體層的雷射光束的截 

或矩形。透過採用具有這樣的 

描，可移動發生熔融和再結晶 

透過在加熱的同時採用雷 

定到支持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層 

多效果。注意，只要用於製造 

可提供以下效果中的至少一個 

在加熱單晶半導體層時， 

間長度比未加熱時更長。因此 

大地改進了照射表面的平面性 

在加熱單晶半導體層時， 

空接合或者例如單晶半導體層 

缺陷，由此可得到更好的單晶 

在加熱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進 

或高於其熔點的溫度，因而被 

熔融的部分再結晶。由於這種 

有優良性質的單晶半導體層。

透過熔融時間長度的增加 

前一雷射光束照射而熔融之後 

射單晶半導體層。因此，可減 

少有助於生產率的提高。在雷 

下一次發射的重疊的百分比又 

體裝置的方法中，用以照射 

面形狀可以是線形、正方形 

截面形狀的雷射光束進行掃 

的位置。

射光束進行照射，來熔融固

，由此可得到下面給出的許 

本發明的半導體裝置的方法 

，則可接受。

可使熔融單晶半導體層的時

，透過表面張力的作用，極

ο

可去除單晶半導體層中的懸 

與底膜之間的介面缺陷等微 

半導體層。單晶半導體層中 

行照射的區域被加熱到等於 

熔融。然後，透過凝固來使 

方式的再單晶化，可得到具

,可在單晶半導體層透過用 

被凝固之前用雷射光束來照 

少發射次數。發射次數的減 

射光束掃描中，一次發射與 

稱作重疊百分比。透過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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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時間，重疊百分比可降低到未進行加熱時的大約1/10

，並且可降低到ο%。

在雷射光 

支持基板，可 

量。如果可減 

使用壽命並降 

長零件更換的

透過在雷 

用於單晶半導 

。發射次數的

除了熔融 

將熔融單晶半 

果熔融單晶半 

由於熔融時間 

沒有晶粒邊界

透過採用 

束進行掃描， 

熔融時間。因 

且可得到包含

與單晶半 

從絕緣膜擴散 

所以鹵素可從 

間的介面析出 

上析出鹵素'

束照射期間加 

減少熔融單晶 

少雷射光束的 

低功耗。透過 

時間間隔，因 

射光束照射期 

體層的表面的 

減少有助於生 

單晶半導體層 

導體層的冷卻 

導體層的冷卻 

的延長5再單 

的單晶半導體 

具有線形、正 

可移動 發生熔 

此，在單晶半 

更少數量的雜 

導體層接觸的

,並且由於絕 

該絕緣膜擴散

。透過在單晶 

鹵素可捕捉介

熱其上固定有單 

半導體層所需的 

所需能量，則可 

延長雷射器的使 

此可提高生產率 

間加熱單晶半導 

平面化的雷射光 

產率的提高。

的時間長度的增 

速率降低到低於 

速率降低到低於 

晶化平滑地進行 

層。

方形或矩形照射 

融和再結晶的位 

導體層中進行單 

質的單晶半導體 

絕緣膜中包含鹵 

緣膜也被雷射光 

並在單晶半導體 

半導體層與絕緣 

面上存在的如蚩內

晶半導體層的

雷射光束的能 

延長雷射器的 

用壽命，可延

ο

體層，可減少 

束的發射次數

加之外，還可 

自然冷卻。如 

自然冷卻，則

,並且可得到

面積的雷射光 

置，並且延長 

晶的精化，並 

層。

素時，鹵素可 

束照射加熱， 

層與絕緣膜之 

膜之間的介面 

等的移動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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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的情況下，包含鹵素的

絕緣膜的形成以及伴隨加熱的雷射光束照射製程對於防止

例如鋪等雜質的污染極爲有效。

在上述參考文獻1至5中，用於單晶半導體層的平面 

化的主要方法是機械抛光；因此，完全沒有採取本發明使 

用的具有7 00°C或更低應變點的玻璃基板、延長熔融時間 

的模式的目的以及效果。因此，上述參考文獻1至5與本

發明差別很大。

本發明提供一種新穎創新技術，係關於透過用雷射光 

束照射單晶半導體層並熔融單晶半導體層的部分或全部來 

進行再結晶而獲得更好的單晶的方法。此外，使用雷射光 

束的這樣的方法在習知技術中根本沒有採用，是完全新穎 

的槪念。

透過本發明的一種用於製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可透 

過在700°C或更低的處理溫度進行加熱，使與單晶半導體

基板分離而得到的單晶半導體層再結晶，並且可復原其結 

晶度。此外，可在700°C或更低的處理溫度對於透過與單 

晶半導體基板分離所得到的單晶半導體層進行平面化。因

此，即使將具有低耐熱性的基板用作支持基板，也可透過 

使用半導體基板而形成高性能半導體元件。例如，透過使 

用具有大面積的透光玻璃基板，可形成高性能顯示裝置。

【實施方式】

下面描述本發明。本發明可透過許多不同的模式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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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並且本領域的技術人員易於理解，本發明的模式和細 

節可透過各種方式來修改，而沒有背離本發明的精神和範 

圍。本發明不是要解釋爲侷限於實施例模式和實施例中的 

描述。此外，在不同的簡圖中由相同附圖標記所表示的部 

件表示相同部件，並省略材料、形狀、製造方法等的相應 

描述。

（實施例模式ί）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半導體基板及其製造 

方法，其中單晶半導體層隔著緩衝層固定在支持基板上 。

圖ί示出半導體基板的結構的一個示例的透視圖。在 

半導體基板10中-單晶半導體層112隔著緩衝層111固 

定在支持基板100 ± > 。透過使單晶半導體基板變薄，來 

形成單晶半導體層112。透過將緩衝層111的表面與支持 

基板100的表面相互接合，從而將單晶半導體層112固定 

到支持基板100。半導體基板10是具有所謂的SOI結構 

的基板，其中在絕緣層之上形成單晶半導體層。

緩衝層1 1 1可具有單層結構或者兩個以上薄膜堆疊的 

多層結構。透過膜形成方法在單晶半導體基板之上形成緩 

衝層1 1 1中包含的薄膜。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緩衝層111 

具有三層結構，其中從支持基板100側堆疊第二絕緣層

114'第一絕緣層113b和第一絕緣層113a。

在圖1的半導體基板10中，第二絕緣層114是充當

接合層的薄膜。也就是說，將第二絕緣層114的表面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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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板100的表面相互接合，由此將單晶半導體層112固

定到支持基板100。

第一絕緣層113a是充當阻擋層的絕緣膜。阻擋層是 

在製造半導體基板期間以及在透過使用這個半導體基板來 

製造半導體裝置期間防止可能降低半導體裝置的可靠性的 

雜質、如鹼金屬或鹼土金屬（通常爲鋪）從支持基板100 

側進入單晶半導體層112的薄膜。透過形成阻擋層，可防 

止半導體基板和半導體裝置受到雜質污染；因此，可提高 

其可靠性。

單晶半導體層1 12是透過使單晶半導體基板變薄所形 

成的層。作爲單晶半導體基板，可使用市場銷售的半導體 

基板。例如，可使用由14族元素形成的單晶半導體基板 

，例如單晶矽基板、單晶錯基板或者單晶矽錯基板等。此 

外，可使用碑化錄、磷化錮等的化合物半導體基板。

作爲支持基板100，使用具有絕緣表面的基板。具體 

示例包括：用於電子產業的各種玻璃基板，例如使用鋁矽 

酸鹽玻璃、鋁硼矽酸鹽玻璃和鎖硼矽酸鹽玻璃的基板；石 

英基板；陶瓷基板；以及藍寶石基板。較佳的是，玻璃基 

板可用作支持基板100。較佳的是，玻璃基板的熱膨脹係 

數爲 25 X 1 0-7/°C 至 50x10-7/0（2（更佳的爲 3θχ 1 0'7/°C 至 

40χ 10-7/°C ），應變點爲 5 80°C 至 700°C （更佳的爲 65 0°C 

至690°C ）。同樣較佳的是，玻璃基板是無鹼玻璃基板， 

以便抑制半導體裝置的污染。無鹼玻璃基板的材料的示例 

包括例如鋁矽酸鹽玻璃、鋁硼矽酸鹽玻璃和鎖硼矽酸鹽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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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等玻璃材料。例如-較佳的是，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

稱：AN100 ）、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稱：EAGLE2000 （ 

註冊商標））或者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稱：EAGLE XG

（註冊商標））用作支持基板100。

無鹼玻璃基板（AN 100）具有下列物理性質：比重爲 

2.51 g/cm3 :泊松比(Poisson's ratio )爲 0.22；楊氏模量

（Young's modulus ）爲 77 GPa ；以及熱膨脹係數爲

3 8 X 1 0'7/°C。

無鹼玻璃基板（EAGLE2000 （註冊商標））具有下列 

物理性質：比重爲2.37 g/cm3 ；泊松比爲0.23 ；楊氏模量

爲70.9 GPa；以及熱膨脹係數爲31.8x10-7/oc。

與玻璃基板不同的、可用作支持基板100的基板的示 

例如下所述：由絕緣體製成的絕緣基板，例如陶瓷基板、 

石英基板和藍寶石基板；由導體製成的導電基板，例如金 

屬基板和不銹鋼基板；以及由半導體製成的半導體基板， 

例如矽基板和碑化錄基板等。此外，較佳的是，支持基板

100是透光基板，例如玻璃基板或石英基板。透過使用透

光基板，可形成適合於製造顯示裝置的半導體基板10。

下面將參照圖3 '圖4A至圖4E '圖5A和圖5B來描

述一種用於製造圖1所示半導體基板10的方法。

首先，製備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將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加工成預期大小和形狀。圖3示出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的外部視圖。考慮到單晶半導體基板110與具有矩形

的支持基板100接合以及例如步階曝光機等曝光設備的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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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區域爲矩形等情況，較佳的是，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

形狀爲矩形，如圖3所示。注意，矩形也包括正方形和長

方形，除非另加說明。

無需贅言，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形狀並不侷限於圖 

3所示。例如，可使用圓形基板、例如五邊形基板或六邊 

形基板等多邊形基板。自然，市售的圓形單晶半導體晶圓 

也可用作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圓形單晶半導體晶圓的示例包括矽、錯等的半導體晶 

圓以及碑化錄、磷化錮等的化合物半導體晶圓。單晶半導 

體晶圓的已知典型示例是圓形單晶矽晶圓，它們的直徑爲 

5英寸（125毫米）、6英寸（150毫米）、8英寸（200 

毫米）、12英寸（300毫米）、400毫米和450毫米。

可透過切割圓形單晶半導體晶圓來形成具有矩形的單 

晶半導體層110。爲了切割基板，可使用例如切片機或線 

鋸等切割設備、例如雷射切割機、電漿切割機或電子束切 

割機等切割裝置。或者，具有矩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也可按以下方式形成：將用於製造半導體基板的晶錠加工 

成長方體，，使得它在被切割成基板之前具有矩形截面，然 

後切割長方體的晶錠。

雖然對於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厚度沒有具體限制， 

但較佳的是，鑒於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再使用，單晶半

導體基板110爲厚的，使得可從單件材料晶圓來形成更多

數量的單晶半導體層112。市場銷售的單晶矽晶圓符合

SEMI標準，例如規定，直徑6英寸的晶圓爲625微米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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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徑8英寸的晶圓爲725微米厚，以及直徑12英寸的 

晶圓爲775微米厚。注意，符合SEMI標準的晶圓的厚度 

具有±2 5微米的公差。無需贅言，充當材料的單晶半導體 

基板的厚度並不侷限於SEMI標準中的厚度，而是可在切 

割晶錠時適當地調整厚度。無需贅言，當使用再加工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時，其厚度比SEMI標準規定的更薄。

注意，在由14族元素形成的、具有作爲晶體結構的 

金剛石形結構的基板、如單晶矽基板用作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的情況下，它的主表面的平面取向可以是（100）、（ 

110）或（111）。透過使用具有（100）取向的單晶半導 

體基板110，可減小單晶半導體層112與其表面上形成的 

絕緣層之間的介面狀態密度，這對於製造場效應電晶體是 

較佳的。

透過使用具有（110）主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形成第二絕緣層114的元素與形成單晶半導體層112的14 

族元素（例如矽）在第二絕緣層114與單晶半導體層112 

之間的接合表面緊密耦合，由此提高第二絕緣層114與單 

晶半導體層112之間的接合強度。

透過使用具有（110）主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 

原子在主表面上比在具有不同平面取向的表面上更密集地 

排列；因此改進了單晶半導體層112的平面性。因此，使 

用具有（110）主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層112來形成的電晶 

體具有優良的電特性，例如小亞臨界値擺幅和高場效應遷 

移率。注意，具有（110）主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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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100）主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因爲 

氏模量並且可能分裂。

首先，沖洗和清潔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ο

4Α所示，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上形成第

。第一絕緣層113可具有單層結構或者包括 

多層結構。可在5奈米至400奈米的範圍內 

層113的厚度。作爲第一絕緣層113中包含

用包含矽或錯作爲其成分的絕緣膜，例如氧

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氧化錯

、氧氮化錯膜或者氧化氮化錯膜。另外，還可

如氧化鋁、氧化鉅或氧化跆等金屬氧化物的絕 

例如氮化鋁等金屬氮化物的絕緣膜、包括例如 

的金屬氧氮化物的絕緣膜、或者包括例如氧化 

金屬氧化氮化物的絕緣膜。

可透過化學汽相沉積（CVD ）方法、濺射

層外延（ALE ）方法或者例如氧化或氮化單晶

1 10的方法來形成第一絕緣層113中包含的*

方法包括低壓CVD方法、熱CVD方法、電漿

法（以下稱作PECVD方法）等。PECVD方法

因爲它是在3 5 0°C或更低溫度的低溫處理，並

他CVD方法更高的沉積率。

注意，在本說明書中，氧氮化物指的是包

它具有高楊

然後，如圖 

-絕緣層113 

層以上層的 

置第一絕緣 

薄膜，可使 

矽膜、氮化

、氮化錯膜 

使用包括例 

緣膜、包括 

氧氮化鋁膜 

氮化鋁膜等 

方法、原子 

半導體基板 

緣膜。CVD 

t強CVD方 

是較佳的， 

且具有比其 

含的氧原子 

的氮原子多 

含濃度範圍

多於氮原子的物質，而氧化氮化物指的是包含

於氧原子的物質。例如，氧氮化矽的示例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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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50原子百分比至70原子百分比、0.5原子百分比

至20原子百分比、25原子百分比至35原子百分比以及

0.1原子百分比至10原子百分比的氧、氮、矽和氫的物質

。另外，氧化氮化矽的示例是包含比氧更多的氮並且包含

濃度範圍分別從5原子百分比至30原子百分比、20原子

百分比至55原子百分比、25原子百分比至35原子百分比 

以及10原子百分比至30原子百分比的氧、氮、矽和氫的 

物質。

第一絕緣層113較佳的包括至少一個絕緣膜，它充當 

阻擋層，用於防止錮進入單晶半導體層112。第一絕緣層

113可包括一個阻擋層或者兩個以上阻擋層。例如，在包

含可能降低半導體裝置的可靠性的例如鹼金屬、鹼土金屬 

等雜質的基板（通常爲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的情 

況下，當加熱支持基板100時，這類雜質可能從支持基板 

100擴散到單晶半導體層112中。因此，透過形成阻擋層 

，可防止可能降低半導體裝置的可靠性的例如鹼金屬、鹼 

土金屬等的這類雜質移動到單晶半導體層112。充當阻擋 

層的薄膜的示例如下所述：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氮 

化鋁膜、氧化氮化鋁膜等。在包含這樣的薄膜時，第一絕 

緣層113可充當阻擋層。

例如，在第一絕緣層113具有單層結構的情況下，第

一絕緣層1 13較佳的由充當阻擋層的薄膜來形成。在這種

情況下，具有單層結構的第一絕緣層113可由厚度爲5奈

米至200奈米的氧化氮化鋁膜、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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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氮化鋁膜來形成。

當第一絕緣層1 13是具有包括一個阻擋層的兩層結構 

的薄膜時，上層由用於阻擋例如錮等雜質的阻擋層來形成 

。上層可由厚度爲5奈米至200奈米的氮化矽膜、氧化氮 

化矽膜、氮化鋁膜或氧化氮化鋁膜來形成。充當阻擋層的 

這些薄膜具有用於防止雜質擴散的高阻擋作用，但是它們 

的內應力很高。因此，作爲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接觸的

下絕緣膜，具有釋放上絕緣膜的應力的作用的薄膜是較佳

的。作爲具有這樣的作用的絕緣膜，給出氧化矽膜、氧氮

化矽膜、透過熱氧化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而形成的熱氧化

下絕緣膜可形成爲從5奈米至 3 00奈米的厚度。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第一絕緣層 1 1 3具有包括第一絕

膜等

緣層113a和第二絕緣層1 13b的兩層結構。使第一絕緣層 

113能夠充當阻擋膜的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 

113b的組合示例如下：氧化矽膜和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

和氮化矽膜；氧化矽膜和氧化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和氧

化氮化矽膜等。

例如，作爲屬於下層的第一絕緣層113a，可使用 

SiH4和N2O作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氧氮 

化矽膜。備選的方式是，作爲第一絕緣層113a，可使用有 

機矽烷氣體和氧作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 

氧化矽膜。備選的方式是，作爲第一絕緣層113a，可透過 

氧化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來形成氧化膜。

有機矽烷指的是如下化合物：例如四乙氧基甲矽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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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S ）（化學式：Si（OC2H5）4）、四甲基矽烷（化學式：

Si（CH3）4 ）、四甲基環四矽氧烷（TMCTS）、八甲基環四

矽氧烷（OMCTS）、六甲基二矽烷基胺（HMDS）、三乙

氧基甲矽烷（化學式：SiH（OC2H5）3 ）和三（二甲基氨基

）矽烷（化學式：SiH（N（CH3）2）3 ）。

作爲屬於上層的第一絕緣層113b，氧化氮化矽膜可使 

用SiH4'20、NH3和 H2作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方

法來形成，或者氮化矽膜可使用SiH4 ' N2、NH3和 H2作 

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

例如，在透過 PECVD方法來形成使用氧氮化矽的第

一絕緣層113a和使用氧化氮化矽的第一絕緣層113b的情 

況下，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放入PECVD設備的腔室。

然後，將SiH4和 N20提供到腔室中作爲用於形成第一絕

緣層113a的處理氣體，以及產生這個處理氣體的電漿，

由此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上形成氧氮化矽膜。隨後，

將引入腔室的氣體改變爲用於形成第一絕緣層113b的處

理氣體。在此使用SiH4 ' NH3、H2和 2 0。產生這些混合

氣體的電漿，並且在氧氮化矽膜之上連續形成氧化氮化矽 

膜。在使用具有多個腔室的 PECVD設備的情況下，可在 

不同腔室中形成氧氮化矽膜和氧化氮化矽膜。無需贅言， 

透過改變引入腔室的氣體，可形成氧化矽膜作爲下層，並 

且可形成氮化矽膜作爲上層。

在如上所述形成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113b

時，能夠以高產量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上形成第一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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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113。此外，由於可形成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

1 13b而沒有暴露於空氣，所以可防止第一絕緣層113a與 

第一絕緣層113b之間的介面受到空氣污染。

備選的方式是，作爲第一絕緣層113a，可透過單晶半 

導體基板110的熱氧化處理來形成氧化膜。形成該氧化膜 

的熱氧化處理可以是乾式氧化，並且較佳的是將包含鹵素 

的氣體加入氧化氣氛。透過在包含鹵素的氣氛中氧化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可形成包含鹵素的氧化膜作爲第一絕緣

層113a。作爲包含鹵素的氣體 ＞可使用從 HC1、HF、NF3

、HBr、Cl2、C1F、BC13、F2 Br2等中選取的一種或多種

氣體。

例如'在包含相對於氧的 0.5體積百分比至10體積

百分比（較佳的爲3體積百分比）的HC1的氣氛中、在

700°C或更高的溫度進行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熱處理。

較佳的在9 5 0°C至110（rC的加熱溫度進行熱氧化。處理

時間可以是0.1至6小時，較佳的爲0.5至1小時。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上所形成的氧化膜的厚度可設置成10奈 

米至1000奈米（較佳的爲50奈米至200奈米），例如

1 00奈米。

透過在這樣的溫度範圍中的氧化處理，可得到鹵族元 

素的吸收作用。吸收具體具有去除金屬雜質的作用。也就 

是說，透過氯的作用，例如金屬等雜質變成揮發性氯化物 

，並且被釋放到氣相中，由此從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中被 

去除。此外，由於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表面的懸空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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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接於氧化處理中使用的鹵族元素，因此，可減小氧化膜

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間的介面上的局部位準密度。

透過包含鹵素的氣氛中的這種熱氧化處理，可使氧化 

膜包含鹵素。在以1χ10】7原子/立方釐米至5X1O20原子/立 

方釐米的濃度包含鹵族元素時，氧化膜可充當保護膜，它 

透過捕捉半導體基板10中的例如金屬等雜質，來防止單 

晶半導體層112受到污染。

還可透過在包含氟化物氣體或氟氣的PECVD設備的 

腔室中形成，使第一絕緣層113a包含鹵素。將用於形成 

第一絕緣，層113a的處理氣體引入這樣的腔室；激勵該處 

理氣體受激勵而產生電漿；以及透過電漿中包含的活性種 

(active species)的化學反應，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 

上形成第一絕緣層113a。

透過使用氟化物氣體的電漿氣體浸蝕來清潔腔室，可 

使PECVD設備的腔室包含氟化合物氣體。當採用PECVD 

設備來形成薄膜時，材料的反應產物不僅沉積到基板表面 

，而且還沉積到腔室的內壁、電極、基板支座等。這種沉 

積是顆粒或灰塵的起因。因此，定期進行清潔步驟，以去 

除這樣的沉積。典型腔室清潔方法之一是電漿氣體浸蝕方 

法。在這種方法中，將例如 NF?等氟化物氣體引入腔室， 

激勵氟化物氣體以產生電漿，使得產生氟基，以及透過浸 

蝕去除沉積。由於排氣系統的高蒸汽壓而透過它從腔室中 

去除與氟基進行反應所產生的氟化物。

透過經由電漿氣體浸蝕進行清潔，用作清潔氣體的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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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氣體被吸收到腔室的內壁以及腔室中設置的電極和各

種夾具。也就是說，可使腔室包含氟化物氣體。注意，用

於使腔室包含氟化物氣體的方法包括在將設置於託盤上的

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放入腔室之後將氟化物氣體引入腔室

的方法，以及採用氟化物氣體來清潔腔室的方法，使得氟 

化物氣體保留在腔室中。

在透過PECVD方法從例如SiH4和N2O來形成氧氮化

矽膜作爲第一絕緣層113a的情況下，將SiH4和N2O提供

到腔室並激勵以產生電漿，由此，保留在腔室中的氟化物 

氣體也被激勵，使得產生氟基。因此，可使氧氮化矽膜包 

含氟。此外，由於保留在腔室中的氟化物的量極小，並且 

在形成氧氮化矽膜期間沒有提供氟化物氣體，因此，在其 

形成的早期階段將氟帶入氧氮化矽膜。因此，可使第一絕 

緣層113a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與第一絕緣層113a之間 

的介面或其周圍具有高氟濃度。也就是說，可使圖1的半

導體基板10的第一絕緣層113在第一絕緣層113與單晶

半導體層112之間的介面或其周圍具有高的氟濃度。

當氟包含在這樣的區域時，在與單晶半導體層112的

介面處的半導體的懸空接合可端接於氟。因此，可減小單

晶半導體層112與第一絕緣層113之間的介面狀態密度。

此外，即使在例如錮等雜質從支持基板100擴散到第一絕 

緣層113時，透過氟的存在，可由氟來捕捉金屬。因此，

可防止單晶半導體層112的污染。

代替氟化物氣體·氟（F2）氣體可包含在腔室中。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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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是在其成分中包含氟（F）的化合物。作爲氟化物氣

體 > 可使用從 OF2、C1F3、NF3、FNO、F3NO、SF6、

SF5NO、SOF2等中選擇的氣體。

也可透過除了在700°C或更高的溫度的熱氧化處理之 

外的方法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上形成氧化膜。例如，可 

以透過採用包括氧基（O基）或幾基（OH基）的電漿的 

電漿處理、透過高密度電漿處理、透過採用含臭氧水（03 

水）的氧化處理，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上形成氧化膜。

注意，由於熱氧化處理是高溫方法，可能會產生熱應 

力；因此，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中可能產生例如位錯滑 

移等晶體缺陷。因此，在透過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氧化 

處理來形成第一絕緣層113時，在700°C或更低溫度的低 

溫處理、例如採用含臭氧水的氧化處理等比熱氧化處理更 

佳。

隨後，透過採用具有動能的離子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中的預定深度形成其中晶 

體結構被損壞的損傷區115。圖4B示出剖視圖，說明形 

成損傷區115的步驟。如圖4B所示，透過採用被加速的 

離子121、透過第一絕緣層113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這些離子被加到距離單晶半導體基板110表面的預定深 

度的區域 > 由此可形成損傷區115。離子121按照如下方 

式獲得：激勵源氣體以產生源氣體的電漿，以及包含在電 

漿中的離子透過電場的作用從電漿中抽取，然後被加速。 

因此，在採用離子121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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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加速的離子121的影響，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中的

預定深度形成其中晶體結構是脆性的脆化層。此層即是損

傷區115°

可透過離子121的加速能量以及離子121的入射角來 

調整形成損傷區115的區域深度。可透過加速電壓、劑量 

等來調整加速能量。在與離子121的平均穿透深度相同或

基本相同的深度的區域中形成損傷區115。因此，與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厚度由離子

121所添加的深度來確定。損傷區115形成的深度被調整

爲使得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厚度成爲20奈米至200奈米， 

最好爲50奈米至200奈米。

可透過離子摻雜處理來形成損傷區115。可使用離子

摻雜設備來進行離子摻雜處理。一種典型的離子摻雜設備 

是非質量分離設備，用以採用透過激勵方法氣體所產生的 

電漿中的所有離子種類來照射設置在腔室中的物件。非質

量分離設備是用以採用所有離子種類來照射物件而沒有分

離電漿中的離子種類的設備。相反，離子注入設備是質量 

分離設備。離子注入設備是用以透過質量分離電漿中的離 

子種類、以特定質量的離子種類來照射物件的設備。

離子摻雜設備的主要部件包括：設置物件的腔室；用

於產生預期的離子的離子源；以及用於加速離子以及用於 

採用離子進行照射的加速機構。離子源包括：氣體提供裝

置，用於提供源氣體以產生預期的離子種類；以及電極， 

用於激勵源氣體以產生電漿，等等。作爲產生電漿的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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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絲電極、電容耦合高頻放電電極等。加速機構包括 

例如引出電極、加速電極、減速電極和地電極等電極；電 

源，用於向這些電極供電；等等。包含在加速機構中的這 

些電極配備了多個開口或縫隙，透過其中加速從離子源所 

產生的離子。注意，離子摻雜設備的部件並不侷限於上述 

部件，而是可根據需要進行設置。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採用離子摻雜設備將氫加入半導 

體晶圓。提供含氫氣體作爲電漿源氣體。例如提供H2。 

透過激勵氫氣來產生電漿；電漿中包含的離子不作質量分 

離地被加速；並用加速離子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在離子摻雜設備中，H3 +對產生於氫氣的離子種類（

H+、H2*和H3* ）的總量的百分比設置爲50%或更高。較佳 

的，Hs +的百分比設置爲80%或更高。由於在離子摻雜設 

備中未進行質量分離，因此一種離子種類對於產生的電漿 

中的多種離子種類的百分比較佳的爲50%或者更高，更佳 

的爲80%或更高。透過採用具有相同質量的離子種類進行 

照射，可集中地將離子添加到單晶半導體基板 no中的相

同深度。

爲了在淺區中形成損傷區115，離子121的加速電壓 

須很低。透過增加電漿中 H3 +的百分比，可高效地將原子 

氫（H）加入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由於H3 +離子的質量是 

H+的三倍，因此，在將一個氫原子添加到相同深度時， 

H3*離子的加速電壓可以是 H +離子的三倍。離子的加速電

壓增加時，離子照射步驟的迴圈時間可被縮短，並且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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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產率和產量。

也可採用離子注入設備來進行採用被加速的離子121 

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步驟。離子注入設備是質量 

分離設備，用以採用透過對電漿激勵源氣體所產生的多個 

離子種類質量分離、採用特定離子種類來照射設置在腔室 

中的物件。因此'在使用離子注入設備時，透過激勵氫氣 

所產生的H +離子和肌+離子經過質量分離，並且加速H + 

離子或Η?*離子，用以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較佳的是，損傷區115包含5χ102。原子/立方釐米或 

更高的氫（H）。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中局部形成高濃 

度氫添加區域時，損害晶體結構並形成微孔。因此，損傷 

區115具有多孔結構。因此，透過較低溫度（600 °C或更 

低）的熱處理，在損傷區115中形成的微孔的體積發生變 

化，它允許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沿損傷區115分裂。注意

，損傷區115中包含的氫的濃度由離子121的劑量、加速

電壓等控制。

在採用離子摻雜設備、使用氫氣將離子加入單晶半導 

體基板110的情況下，可在10千伏至200千伏的範圍內 

設置加速電壓，並且在1x10"離子/平方釐米至6x10"離 

子/平方釐米的範圍中設置劑量。透過在這些條件下加入

氫離子，可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區域中的50奈米至

5 00奈米的深度來形成損傷區115，但這取決於離子121

中包含的離子種類及其百分比。

例如，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是單晶矽基板、第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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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層113a是50奈米厚的氧氮化矽膜以及第一絕緣層113b 

是50奈米厚的氧化氮化矽膜的情況下，在下列條件下可 

將厚度爲100奈米的單晶半導體層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 10 

分離：源氣體爲氫，加速電壓爲40千伏，以及劑量爲 

2.2X1016離子/平方釐米。在除了第一絕緣層113a是100 

奈米厚的氧氮化矽膜之外的上述條件下進行採用氫離子的 

摻雜時，可將厚度約爲70奈米的單晶半導體層與單晶半 

導體基板1 10分離。

備選的方式是，M （He）可用作離子121的源氣體。 

透過激勵氨所產生的離子種類的大部分是 He+；因此，甚 

至可以透過不涉及質量分離的離子摻雜方法、主要採用 

He*作爲離子121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因此，可透 

過離子摻雜方法在損傷區115中有效地形成微孔。在透過 

使用氨的摻雜方法、採用離子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的情況下，加速電壓可設置成10千伏至200千伏，並且 

劑量可設置成在lxlO16離子/平方釐米至6x10"離子/平方 

釐米。

鹵素氣體、如氯氣（C12氣體）或氟氣（F2氣體）也 

可用作源氣體。

從氫氣所產生的氫離子種類Η*、H2+、H3*的比率在離 

子注入設備與離子摻雜設備之間是不相同的。圖41示出 

採用離子摻雜設備從100%氫氣（其中離子源的壓強爲 

4.7X10-2 Pa）所產生的離子種類的質譜測定的結果的曲線 

圖。垂直軸表示強度，它與離子的數量相對應。水平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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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離子種類的質量。在光譜中，質量1峰値、質量2峰値 

和質量3峰値分別對應於Η*、肌+和肌+。在圖41中，具 

有不同質量的離子的數量表示爲相對比例，其中質量爲3 

的離子的數量定義爲100。從圖41中可以看到，在電漿中 

產生的氫離子種類之間的比率、即 H+、Η?*和 H3*之間的 

比率大約爲1：1：8。對用離子摻雜設備注入了氫離子的單 

晶矽晶圓中的氫濃度分佈的二次離子質譜分析的結果還確 

認，H3 +佔用以照射單晶矽晶圓的氫離子種類的大約 80%

圖42是示出在離子源的壓強大約爲3x10=卩玄時採用 

離子注入設備從PH3所產生的離子種類的質譜測定的結果 

的曲線圖。如圖41中那樣，垂直軸表示強度，它與離子 

的數量相對應。水平軸表示離子種類的質量，並且質量1 

峰値、質量2峰値和質量3峰値分別對應於 H+、Η?*和 

Η3+ ο從圖42中可以看到，電漿中的氫離子種類之間的比 

率、即 Η+、恥+和 町+之間的比率大約爲3 7:5 6:7。注意，

雖然圖42示出當源氣體爲ΡΗ3時所獲得的資料，氫離子 

種類之間的比率也與100%氫氣用作源氣體時相同或基本 

相同。也就是說，從氫氣所產生的離子種類之間的比率、 

即Η+、肌+和Η3*之間的比率大約爲3 7:5 6:7 °

因此，離子注入設備以僅爲大約7%的比例產生氫離

子種類Η+、町+和旳+中的町+。另一方面，離子摻雜設備

可以以50%或者更高、大約爲80%的比例產生 Η3+。下面

硏究所產生的Η3 +的比例在離子摻雜設備與離子注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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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顯著不同的原因。

［氫電 漿中的離子］

氫電漿包括氫離子種類，例如 Η*、Η?*和 H3+。下面 

列示表示這些氫離子種類的反應過程（形成過程、破壞過 

程）的反應方程式。此外，圖43是示意示出這些反應的

一部分的能量圖。注意，圖43所示的能量圖只是示意圖

，而沒有精確地說明反應的能量關係。

e + H f e + H+ + e (1)

e + H2 -* e + H2+ + e (2)

e + H2 -> e + (H2)* t，e + H + H (3)

e + H2+ -* e + (H2+)* -> e + H+ + H (4) 

H2+ + H2 -吋 + H ⑸

H2+ + H2 -> H++ H + H2 (6)

e + H3+^>e + H+ + H + H (7)

e + H3+ -> H2 + H (8)

e + H3+->H + H + H (9)

［H3 +離子形成過程］

如上所述，主要透過由反應方程式（5）所表示的反 

應過程來產生H3*。另一方面，作爲與反應方程式（5）競 

爭的反應，存在由反應方程式（6）所表示的反應過程。 

爲了使H3 +增加，至少需要反應方程式（5）的反應比反應 

方程式（6）的反應更頻繁地發生（注意，由於還存在其 

他反應（7） 、（8）和（9） - H3 +透過這些反應減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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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H3 +不一定增加，即使反應方程式（5）的反應比反應 

方程式（6）的反應更頻繁地發生）。相反的，當反應方 

程式（5）的反應比反應方程式（6）的反應更少發生，則 

電漿中的 H3 +的比例減小。在各反應方程式中，右側（最 

右側）的產物的增加量取決於左側（最左側）的源材料的 

濃度、反應的速率係數等。實驗上確認，當 H2 +的動能低 

於11 eV時，反應方程式（5）的反應是主要反應（也就 

是說，反應方程式（5）的速率係數足夠高於反應方程式

（6）的速率係數），以及當H? +的動能高於大約11 eV時 

，反應方程式（6）的反應是主要反應。

透過電場對帶電粒子施加力，並且帶電粒子獲得動能 

。動能由於電場而對應於電位能的減少量。例如，給定帶 

電粒子在與另一個粒子碰撞之前得到的動能量等於帶電粒 

子透過移動而失去的電位能量。也就是說，在帶電粒子可 

在電場中行進長距離而沒有與另一粒子碰撞的情況下，帶 

電粒子的動能（或者其平均値）趨向於高於該帶電粒子未 

能這樣做的情況。在粒子的平均自由程長的情況下，即， 

在壓強低的情況下，可見到帶電粒子的動能增加的趨勢 。 

甚至在平均自由程短的情況下，如果帶電粒子可在碰撞之 

前獲得大量動能，則帶電粒子的動能也高。即，可以說， 

甚至在平均自由程短的情況下，如果電位能差大，則帶電 

粒子的動能也高。

這適用於H2*。假定如同電漿生成室中那樣存在電場 

，H2 +的動能在室內壓強低的情況下高，而H? +離子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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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壓強高的情況下低。也就是說，由於反應方程式（

6 ）的反應在室內壓強低的情況下是主要反應，所以H3 +趨 

向於減少，而由於反應方程式（5）的反應在室內壓強高 

的情況下是主要反應，所以 H3 +趨向於增加。此外，在電 

漿生成區域中的電場高的情況下 > 即，在給定兩點之間的 

電位能差大的情況下，H? +的動能高。在相反情況下，H? + 

的動能低。也就是說，由於反應方程式（6）的反應在電 

場高的情況下是主要反應，所以 H3 +趨向於減少，而由於 

反應方程式（5）的反應在電場低的情況下是主要反應， 

所以H3 +趨向於增加。

例如，在從其中得到圖42所示資料的離子源的情況 

下'以僅爲大約7%的比例產生 H+、Η?*和 町+中的 町+。 

另一方面，在從其中得到圖41所示資料的離子源的情況 

下，H3 +的比例可高達50%或更高（根據圖41的資料大約 

爲80% ）。這可被認爲是如上所述室內壓強和電場的結果

[H3 +照射機制]

當產生包含如圖41所示的多個離子種類的電漿並且 

採用所產生的多種離子種類來照射半導體基板而沒有進行 

任何質量分離時，採用 H +離子、H? +離子和 H3 +離子的每 

一種來照射半導體基板的表面。爲了從採用離子進行的照 

射到形成離子注入層來硏究該機制，考慮下列五種類型的 

模型（模型1至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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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其中用於照射的離子種類是H+，它在照射之

後仍然是H + ( Η)。

模型2，其中用於照射的離子種類是Η2+，它在照射 

之後仍然是Η2+ ( Η2)。

模型3， 其中用於照射的離子種類是 η2 + ，它在照射

之後分爲兩個 Η原子(Η+ )。

其中用於照射的離子種類是 η3 + ，它在照射

之後仍然是η3 + ( Η3 )。

模型5，其中用於照射的離子種類是 Η3 + ，它在照射

模型4，

之後每個分爲三個Η原子(Η+)。

［模擬結果與測量値的比較］

根據上述模型1至5，模擬採用氫離子種類對矽基板

的照射。作爲模擬軟體，使用SRIM即離子在物質內的阻

止及範圍(Stopping and Range o f Ions i n Matter ) °

SRIM是用於透過蒙特卡洛(Monte Carlo )方法的離子引 

入過程的模擬軟體，並且是 TRIM、即離子在物質內的輸

運(Transport o f Ions i n Matter )的改進版本。注意，

SRIM是用於非晶結構的軟體，但是，SRIM可適用於採用

具有高能量的氫離子種類以高劑量照射矽基板的情況。這 

是因爲矽基板的晶體結構由於氫離子種類與Si原子的碰 

撞而轉變成非單晶結構。

下面描述模擬結果。注意，在本實施例模式的模擬中

，進行基於模型2的計算，其中由具有兩倍質量的 H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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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H?+。另外，進行基於模型3的計算，其中白 

動能的H +代替H?+；基於模型4的計算，其中Η 

質量的Η +代替Η3+；以及基於模型5的計算，i 

有三分之一動能的H +代替旳+。

使用上述模型1至5 -計算各採用氫離子種 

千伏加速電壓所照射（對於 Η採用1 00000個原

射）的矽基板中氫元素（Η）在深度方向的分佈

出計算結果。圖44還示出矽基板中的氫元素（］

方向的分佈的測量値。測量値是由二次離子質譜 

所測量的資料（該資料在下文中稱作SIMS資料 

所測量的樣本是採用在獲得圖41的資料的條件 

的氫離子種類（H+、肌+和町+）進行照射的Si I

在圖44中，基於模型1至5的計算値的曲 

直軸的每個是右垂直軸，它表示氫原子的數量。 

料的曲線圖的垂直軸是左垂直軸，它表示氫原子

計算値和SIMS資料的曲線圖的水平軸的每個表

Si基板的表面的深度。在將作爲測量値的SIMS

算値進行比較時，模型2和4明顯不匹配SIMS 

線圖，並且在SIMS資料中無法觀察到對應於模 

値。這說明，模型2至4的每個的貢獻比模型1 

個相對更小。考慮離子的動能的單位是keV，而 

能僅爲大約若干電子伏特，認爲模型2和4的每

小，因爲H2*和H3*透過與Si原子進行碰撞而主:

或 Η。因此，在以下硏究中將不考慮模型2至4

I具有一半

I具有三倍 

；中採用具

類、以80

子進行照 

。圖44示 

I ）在深度

（SIMS ）

）。SIMS

下所產生 

£板。

線圖的垂

SIMS 資

的濃度。

示距離各 

資料與計 

資料的曲 

型3的峰 

和5的每

H-Η接合 

個的貢獻 

要分爲H + 

I。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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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1和5，描述以 80千伏、60千伏和40千伏的加

速電壓、採用氫離子種類 （對於Η爲1 00000個原子）對

Si基板的照射的模擬結果

圖45至圖47各示出 Si基板中深度方向的氫（H）的

分佈的計算結果。圖45、 圖46和圖47分別示出加速電壓

爲80千伏、60千伏和40千伏時的計算結果。此外，圖

45至圖47各示出作爲測量値的SIMS資料以及與SIMS資

料擬合的曲線（下文 中稱作擬合函數）。SIMS所測量的

樣本是採用在獲得圖 41的資料的條件下所產生並且以80

千伏、60千伏或40 千伏的加速電壓進行加速的氫離子種

類(H+、H2 +和 H3+ ) 進行照射的Si基板。注意，基於模

型1和5的計算値的曲線圖的垂直軸的每個在右垂直軸上 

表示氫原子的數量，而SIMS資料和擬合函數的曲線圖的 

垂直軸的每個在左垂直軸上表示氫原子的濃度。曲線圖的 

水平軸的每個表示距離各Si基板的表面的深度。

在這裏，考慮模型1和5，使用下面給出的計算公式

（f 1 ）來得到擬合函數。在計算公式（f 1 ）中， X 和Y表

示擬合參數，以及V表示體積。

（擬合函數）

= X/Vx（模型1的資料） + Y/Vx（模型5的資料） (fl)

考慮到用於實際照射的離子種類之間 比率（的

H+:H2 + ：H3 +大約爲1:1:8，參見圖41 ），在確定擬合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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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應當考慮 H?+ （即模型3 ）的貢獻；但是由於下列原

因而排除H? +的貢獻：

- 由於透過模型3表示的照射過程所引入的氫量與 

透過模型5的照射過程所引入的氫量相比小，因此，即使 

排除+的貢獻，也不存在顯著影響（在SIMS資料中沒 

有出現與模型3對應的峰値，參見圖44）。

- 由於基於模型3、深度方向的Si基板中的氫元素 

的分佈的峰値位置接近基於模型5、深度方向的分佈的峰 

値位置（參見圖44），因此，在模型5的照射過程中發生 

的隧穿（原子由於晶格結構的運動）可能使模型3的貢獻 

不明顯。也就是說，難以估計模型3的擬合參數。其原因 

在於，這種模擬假定了非晶矽，並且沒有考慮結晶度的影 

響。

圖48示出計算公式（fl）的擬合參數。以加速電壓 

的任一個，按照模型1引入Si基板的Η的量與按照模型 

5引入的 Η的量的比率大約爲1:42至1:45（當模型1中 

的Η的量定義爲1時，模型5中的Η的量大約爲42至45 

），以及用於照射的離子量 Η+ （模型1）與町+（模型5 

）的離子量的比率大約爲1：14至1:15（當模型1中的Η + 

的量定義爲1時，模型5中的Η3 +的量大約爲14至15 ） 

。考慮到不考慮模型3並且計算假定非晶矽，可以說，得 

到與用於實際照射的氫離子種類之間的比率（Η+：Η2+：Η3* 

大約爲1:1:8 -參見圖41 ）接近的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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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H3 +的效果］

透過如圖41所示採用具有較高比例的H3 +的氫離子種 

類對基板的照射，可獲得產生於 H3 +的多個有益效果。例 

如，由於 H3 +分裂爲待引入基板的Η*、Η等，因此，與主 

要採用Η +或Η? +的照射的情況相比，離子引入效率得到提 

高。這產生 SOI基板生產效率的提高。此外，由於 Η +或 

Η的動能在 Η3 +分裂之後往往變低，所以 Η3 +適合於製造

薄半導體層。注意，這裏描述了使用能夠採用如圖41所

示氫離子種類進行照射的離子摻雜設備以便有效進行採用

Η3 +的照射的方法。由於離子摻雜設備在大面積處理中的

使用成本低並且優良，因此，透過經由使用這樣一種離子 

摻雜設備、採用 Η3 +進行照射，可獲得例如半導體特性的

改進、SOI基板的面積的增加、成本降低以及生產效率的 

提高等顯著效果。

從上述考慮因素可以看到，對於用來將更多 Η3 +注入

單晶半導體基板110，離子摻雜設備比離子注入設備更佳

。此外，離子摻雜設備沒有涉及所產生離子種類的質量分 

離，因此它具有高的源氣體使用效率。另外，它實現採用 

加速離子的平面或線形照射，因此可易於縮短迴圈時間。

相反的，離子注入設備的特徵在於，可根據質量來分離所

產生離子，並且僅可將特定離子種類注入基板。但是，透

過質量分離，離子注入設備對於從源氣體所產生的離子比

離子摻雜設備具有更低的使用效率。另外，在離子注入設

備中，透過採用具有點狀光束形狀的離子束進行掃描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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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離子，因此在大面積處理的產量方面存在問題。因此，

鑒於源氣體使用效率和大面積處理，較佳的是，離子摻雜

設備可用於透過採用離子121進行照射在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中形成損傷區115。

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後，在第一絕緣層113的上表面 

形成第二絕緣層114，如圖4C所示。在形成第二絕緣層

114的步驟中，在加入損傷區115的元素或分子沒有沈澱 

的溫度、較佳的在3 5 0°C或更低的溫度加熱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換言之，在沒有對損傷區115脫氣的溫度加熱單 

晶半導體基板110。注意，可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前形成 

第二絕緣層114。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第二絕緣層114時 

的處理溫度可設置爲35O°C或更高。

第二絕緣層114是用於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上形成 

平滑親水接合表面的層。因此，第二絕緣層114較佳的具

有0.7奈米或更小、更佳的爲0.4奈米或更小的平均表面

粗糙度Ra。第二絕緣層114可具有範圍從10奈米至200 

奈米的厚度。第二絕緣層114較佳的具有範圍從5奈米至

500奈米、更佳的爲10奈米至200奈米的厚度。

第二絕緣層114較佳的是透過化學汽相反應形成的絕 

緣膜。例如，可形成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 

膜、氮化矽膜等作爲第二絕緣層114。在透過PECVD方法 

來形成氧化矽膜作爲第二絕緣層114的情況下，較佳的使 

用有機矽烷氣體和氧氣（。2）作爲源氣體。透過將有機矽 

烷用作源氣體，能夠在3 5 0°C或更低的處理溫度形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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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表面的氧化矽膜。備選的方式是，可使用在從200°C

至500°C的加熱溫度透過熱CVD方法所形成的低溫氧化

物（LTO ）來形成第二絕緣層114。可透過使用甲矽烷（

SiH4 ）、乙矽烷（Si2H6）等作爲矽源氣體，並使用 2 0 

等作爲氧源氣體來形成LTO。

用於透過使用TEOS和02作爲源氣體來形成氧化矽 

膜的第二絕緣層114的條件的示例是：以15 seem的流速

將TEOS引入腔室並以75 0 seem的流速將0?引入腔室， 

以及膜形成壓力爲100 Pa，膜形成溫度爲3 00°C - RF輸出

爲3 00 W -電源頻率爲13.56 MHz。

圖4B的步驟和圖4C的步驟的順序可以倒轉。也就是

說，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上形成第一絕緣層113和第

二絕緣層114之後，可形成損傷區115。在這種情況下， 

較佳的是，在可採用相同的膜形成設備來形成第一絕緣層

113和第二絕緣層114時，連續形成第一絕緣層113和第

二絕緣層114。

備選的方式是，在進行圖4B的步驟之後，可進行圖

4A的步驟和圖4C的步驟 也就是說，在採用離子121來

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以形成損傷區115之後，可形成

第一絕緣層113和第二絕緣層1 14。在這種情況下，在可

採用相同的膜形成設備來形成第一絕緣層113和第二絕緣

層114時，較佳的是連續形成第一絕緣層113和第二絕緣

層1 14。此外，爲了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前保護單晶半導

體基板110的表面，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可經過氧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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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表面形成氧化膜，然後可用離子穿過氧化膜來照射

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後，去除該氧

化膜。備選的方式是，可在保留氧化膜的狀態下形成第一

絕緣層113。

隨後，清潔設有第一絕緣層113、損傷區115和第二

絕緣層114的支持基板100和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可在

純水中透過超音波清潔來進行這個清潔步驟。超音波清潔 

較佳的是兆赫超音波清潔（兆音波清潔）。在超音波清潔 

之後，較佳的是採用包含臭氧的水來清潔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和支持基板100的一個或兩個。透過採用包含臭氧的

水進行清潔，可進行有機物質的去除和表面活化處理以改 

進第二絕緣層114和支持基板100的表面的親水性。除了 

包含臭氧的水之外，還可採用含氧的水、含氫的水、純水 

等來進行清潔處理。透過這種清潔處理，可使接合表面親 

水 > 並且可增加接合表面的 OH基團的數量。因此，可得

到透過氫鍵結合的更強的接合。

可透過採用原子束或離子束進行照射、電漿處理或自 

由基處理以及採用包含臭氧的水進行清潔，來進行第二絕 

緣層114和支持基板100的表面的活化處理。當使用原子 

束或離子束時，可使用氫等的惰性氣體中性原子束或惰性 

氣體離子束。這種表面處理有助於甚至在400°C或更低的 

溫度的不同種類的材料之間的接合。

單晶半導體基板110設置成相互接觸，且第二絕緣層114

圖4D示出說明接合步驟的剖視圖。支持基板10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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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它們之間。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 支持基板100的表面

和第二絕緣層114的表面設置成相互接觸，並且使相互接

觸的部分彼此接合。作爲支持基板100的表面與第二絕緣

層1 14的表面之間接合的接合力，可以考慮凡德瓦爾力在

初始階段起作用。在將壓力施加到第二絕緣層114的表面

和支持基板100的表面時 在相互接觸的部分形成氫鍵結

合，並且可使第二絕緣層

面更堅固地相互接合。

將大約3 00 N/cm2至

114的表面和支持基板100的表

1 5 000 N/cm2的壓力施加到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的邊緣的一個部分。這個壓力較佳的爲

1 000 N/cm2至 5000 N/cm2 °第二絕緣層 1 1 4和支持基板 

100從受壓部分開始相互接合，並且相互接合的部分遍佈

第二絕緣層114的整個表面。因此，將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固定到支持基板100。可在室溫下沒有進行加熱處理 

來進行這個接合步驟；因此，具有低耐熱性並且具有 

700°C或更低的可容許溫度極限的基板、如玻璃基板可用 

作支持基板100 »

在將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接合到支持基板 100之後，

較佳的進行熱處理或加壓處理 以便增加支持基板100與

第二絕緣層114之間的接合力 這種處理在損傷區115中

沒有產生裂紋的溫度進行，並且可在範圍從室溫至 400°C

行加熱的同時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接合到支持基板100 

-可增加支持基板100與第二絕緣層114之間的接合介面

的範圍內的溫度進行。此外 透過在這個溫度範圍之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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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合力。較佳的進行加壓處理-使得與接合茅 

施壓。對於這種熱處理，可使用擴散爐、例如障 

等加熱爐、快速熱退火（RTA ）設備、微波加熱

隨後，進行熱處理以便在損傷區115產生夕 

將單晶半導體層117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分 

是簡圖，示出分離步驟，其中將單晶半導體層1 

半導體基板110分離。附圖標記118表示單扉 

117已經與其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當進行熱處理時，透過離子摻雜所添加的元 

度的增加而在損傷區115中所形成的微孔中脫 

加內部壓力。由於壓力的增加，損傷區115中 

積發生變化，從而在損傷區115中產生裂紋。 

傷區115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分裂。由於將 

114接合到支持基板100，因此，與單晶半導 

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層117固定在支持基板100 

超過支持基板100的應變點的溫度，進行用於II 

體層117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分離的熱處理。

對於這種熱處理，可使用擴散爐、例如電

加熱爐、快速熱退火（RTA ）設備、微波加熱設 

加熱爐是用於主要透過來自採用電阻加熱蛊 

的爐的輻射來加熱物件的設備。

RTA設備是使用燈光的加熱設備。RTA設傣 

括燈快速熱退火（LRTA ）設備和氣體快速熱退 

）設備。LRTA設備是用於透過從例如鹵素燈、

乞面垂直地 

ί阻加熱爐 

設備等。

卜離，由此 

離。圖4 Ε 

17與單晶

j半導體層

:素由於溫 

r '由此增 

J微孔的體 

］此，沿損 

；二絕緣層 

｛基板110 

:上。在不 

F單晶半導

［加熱爐等 

備等。

；等所加熱

i的示例包

火（GRTA

金屬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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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燈、氤弧燈、碳弧燈、高壓錮燈或高壓水銀燈等的燈所 

發出的光線的輻射來加熱物件的設備。GRTA設備是用於 

透過採用從上述燈的任一個所發出的光的熱輻射以及透過 

來自採用從上述燈的任一個所發出的光（電磁波）所加熱 

的氣體的熱傳導來加熱物件的設備。作爲氣體，使用例如 

氮等惰性氣體或者例如氫等稀有氣體 > 它們沒有透過熱處 

理與物件發生反應。LRTA設備或 GRTA設備不僅具有燈

，而且還具有用於透過來自例如電阻加熱器等加熱器的熱

傳導或熱照射來加熱物件的裝置。

微波加熱設備是用於透過微波的輻射來加熱物件的設

備。微波加熱設備可具有用於透過來自例如電阻加熱器等 

加熱器的熱傳導或熱輻射來加熱物件的裝置。

當使用GRTA設備時，加熱溫度可設置成5 5 0 °C或更

高以及650°C或更低'並且處理時間可設置爲0.5分鐘以 

上且 60分鐘以下。當使用電阻加熱裝置時，加熱溫度可

設置成5 5 0°C或更高以及65 0°C或更低 > 並且處理時間可 

設置爲兩小時以上且四小時以下。在使用微波加熱設備的 

情況下，可採用例如頻率爲2.45千兆赫的微波進行輻射

10分鐘以上且20分鐘以下的處理時間。

於此描述了透過使用採用電阻加熱的豎爐進行熱處理

的具體處理方法。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接合到的支持基

板100裝載到豎爐的小舟中。將小舟帶入豎爐的腔室。爲

了抑制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氧化，首先將腔室抽氣到真

空狀態。真空度大約爲5x10-3 pa。在獲得真空狀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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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氮提供到腔室，使得腔室具有大氣壓下的氮氣氛。同

時，將溫度增加到200°C。

在使腔室具有大氣壓下的氮氣氛之後，在200°C的溫 

度進行加熱兩小時。然後，將溫度增加到400°C，爲時一 

小時。在加熱溫度爲400°C的狀態變爲穩定之後，將溫度 

增加到600°C，爲時一小時。在加熱溫度爲600°C的狀態 

變爲穩定之後，在600°C的溫度進行熱處理兩小時。然後

＞將加熱溫度減少到400。（3，爲時一小時，並且在10分

鐘至30分鐘之後-從腔室中帶出小舟。在空氣氣氛中＞ 

在小舟上冷卻單晶半導體基板118以及單晶半導體層117 

在其上接合的支持基板100。

在使用電阻加熱爐的上述熱處理中，連續進行增加第 

二絕緣層114與支持基板100之間的接合力的熱處理以及 

在損傷區115產生分離的熱處理。在不同設備中進行這兩 

種熱處理的情況下，例如，在電阻加熱爐中在200°C的溫 

度進行熱處理兩小時，然後從爐中帶出相互接合的支持基 

板100和單晶半導體基板110°隨後，在從 600°C至 

700°C的範圍內的溫度採用RTA設備進行熱處理1分鐘至 

30分鐘，使得在損傷區115分開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爲了透過700°C或更低的低溫處理來使第二絕緣層

114和支持基板100堅固地相互接合，較佳的是，在第二

絕緣層1 14的表面和支持基板的表面存在 OH基團或水分

子（肌0）。這是因爲第二絕緣層114與支持基板10 0之

間的接合從形成共價鍵（氧分子和氫分子的共價鍵）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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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基團或水分子的氫鍵開始。

因此，較佳的是，可將第二絕緣層114的表面和支持 

基板100的表面活化爲親水。還較佳的是，透過一種方法 

來形成第二絕緣層1 14 ＞使得包含氧或氫。例如，在 

400°C或更低的方法溫度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氧化矽 

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氮化矽膜等，由此可在 

薄膜中包含氫。爲了形成氧化矽膜或氧氮化矽膜，例如

SiH4和 N2O用作處理氣體。爲了形成氧化氮化矽膜，例

如SiH4、NH3和20用作處理氣體。爲了形成氮化矽膜， 

例如SiH4和 NH3用作處理氣體。此外，較佳的是，例如

TEOS （化學式：Si（OC2H5）4 ）等具有 OH基團的化合物用 

作透過PECVD方法進行形成的材料。

注意，低溫處理指的是在700°C或更低的方法溫度的 

處理。這是因爲處理溫度低於或等於玻璃基板的應變點。 

相反，對於透過Smart Cut （註冊商標）來形成的SOI基 

板，進行在800°C或更高溫度的熱處理，以便將單晶矽層 

和單晶矽晶圓相互接合，並且需要在超過玻璃基板的應變 

點的溫度的熱處理。

注意，如圖4E所示，通常的情況是，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的周邊部分沒有接合到支持基板100。原因包括： 

在支持基板100和第二絕緣層114沒有設置成相互緊密接

觸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 10的周邊部分不易分離損傷區115

，因爲在移動單晶半導體基板 no時，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的周邊部分被倒角或者第二絕緣層114的周邊部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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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或污染。因此，在一些情況下，具有比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更小的尺寸的單晶半導體層117接合到支持基板

100 ＞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8的周邊形成凸出部分，並且

沒有接合到支持基板100的第一絕緣層113b、第一絕緣層

113a和第二絕緣層114的部分保留在凸出部分之上。

透過形成損傷區115、沿損傷區115的分裂等，破壞 

與支持基板100緊密接觸的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結晶度。 

換言之，在單晶半導體層1 17中產生了在處理之前單晶半 

導體基板no中尙未看到的例如位錯等晶體微缺陷或者例 

如懸空鍵等晶體微缺陷。此外，單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 

是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分離面，因而它的平面性被破 

壞。爲了復原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結晶度，透過採用雷射 

光束進行照射，使單晶半導體層117熔融和再結晶。此外 

，爲了使其表面平面化，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單晶半導體 

層117。圖5A示出雷射照肘方法步驟。

如圖5A所示，採用雷射光束122來掃描單晶半導體 

層117，使得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 

的整個分離面。例如透過移動單晶半導體層117在其上固 

定的支持基板100而不是移動雷射光束122，來進行採用 

雷射光束122的掃描。箭頭123表示支持基板100的運動 

方向。

當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時，單晶半導體層117

吸收雷射光束122，並且採用雷射光束122所照射的部分

的溫度增加。當這個部分的溫度變爲等於或高於單晶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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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基板110的熔點時，該部分被熔化熔融。在停止採用雷 

射光束122的照射之後，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熔融部分的 

溫度減小，並且熔融部分隨時間而凝固和再結晶。透過採 

用雷射光束122進行掃描，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 

半導體層117的整個表面。備選的方式是，可以採用雷射 

光束122選擇性地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中需要再單晶化 

的區域。

圖5B示出雷射照射步驟之後的半導體基板10的剖視 

圖。單晶半導體層112是經過了再單晶化的單晶半導體層 

117°圖5B的外部視圖如圖1所示。

經過了雷射照射製程的單晶半導體層112具有比單晶 

半導體層117更高的結晶度。此外，可透過雷射照射製程 

來改進平面性。可透過測量電子反向散射衍射圖（電子反 

向散射圖（EBSP ））、測量 X射線衍射圖、使用光學顯 

微鏡或電子顯微鏡進行觀察、測量拉曼分光型光譜等，來 

評估單晶半導體層的結晶度。例如可透過使用原子力顯微 

鏡進行觀察來評估單晶半導體層的表面的平面性。

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部分或完全熔融單 

晶半導體層117中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的區域。注 

意，單晶半導體層1 17的完全熔融狀態表示熔融從上表面 

到下表面的整個層。在圖5A的堆疊結構中，完全熔融狀 

態表示將單晶半導體層117從其上表面到與第一絕緣層 

113的介面熔融成液態。同時，部分熔融單晶半導體層 

117表示熔融單晶半導體層117使得熔融部分的深度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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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絕緣層113的介面的深度（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厚度

）更淺。換言之，單晶半導體層117的部分熔融狀態表示

一種狀態，其中將上部熔融成液相而下部未被熔融並保持

爲固相單晶半導體。

當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來部分熔融單晶半 

導體層117時，由於改變成液相的半導體的表面張力而進 

行平面化。同時，由於向支持基板100的熱擴散而進行單

晶半導體層117的冷卻。在單晶半導體層117中，在深度

方向產生溫度梯度。使固-液介面從支持基板100側向單 

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移動，並且發生再結晶。發生所謂

的縱向生長。使用未被熔融下部區域作爲種晶來進行再結 

晶。

下部的固相部分是單晶，並且具有一致的晶體取向； 

因此，在其中沒有晶粒邊界，並且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單 

晶半導體層112可以是沒有任何晶粒邊界的單晶半導體層

。透過凝固將上部的熔融部分再結晶，並且形成具有與保

持爲固相的下部中的單晶半導體相同的晶體取向的單晶半 

導體。因此，在其主表面沿（100）面取向的單晶矽晶圓 

用作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情況下，單晶半導體層117的 

主表面沿（100）面來取向，並且透過雷射照射製程被部 

分熔融並且被再結晶的單晶半導體層112的主表面沿（

100 ）面來取向。

另外，當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來完全熔融

單晶半導體層117時，由於改變成液相的半導體的表面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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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進行平面化。在完全熔融區中，在凝固過程中從與熔

融區相鄰的單晶半導體發生晶體生長，以及發生橫向生長

。未被熔融的部分是單晶，並且具有一致的晶體取向；因 

此，在其中沒有晶粒邊界，並且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單晶 

半導體層112可以是沒有任何晶粒邊界的單晶半導體層。

也就是說，透過凝固將完全熔融區再結晶，並且形成具有 

與相鄰的且未被熔融的部分中的單晶半導體相同的晶體取 

向的單晶半導體。因此，在其主表面沿（100）面取向的 

單晶矽晶圓用作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情況下，單晶半導 

體層117的主表面沿（100）面來取向，並且透過雷射照 

射製程被完全熔融並且被再結晶的單晶半導體層112的主 

表面沿（100）面來取向。

透過經由採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來完全熔融或部 

分熔融單晶半導體層117，可形成具有平坦表面的單晶半 

導體層112。原因如下。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熔融部分是 

液體，因而透過表面張力的作用而改變其形狀，以便使它 

的表面積爲最小。也就是說，液體部分改變其形狀以便沒 

有凹陷和凸出部分，然後使這個液體部分凝固和再結晶。

因此，可形成具有平面化表面的單晶半導體層112。

透過使單晶半導體層112的表面平面化，在單晶半導 

體層112之上的閘極絕緣膜的厚度可以形成得小，大約5

，同時使閘極電壓保持爲很低。

奈米至50奈米。因此，可形成具有高導通電流的電晶體

如上所述，本實施例模式公開一種用於透過採用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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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並且熔融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部分

或全部以進行再結晶、來獲得更好的單晶半導體層的方法

的新穎創新技術。使用雷射光束的這樣一種方法在習知技 

術中沒有被採用，並且是完全新穎的槪念。

作爲平面化製程，化學機械抛光（縮寫爲CMP ）是已

知的。但是，當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時，難以將

CMP用於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平面化製程，因爲玻璃基板

易於彎曲並且具有起伏。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透過採用雷

射光束122的照射過程來進行此平面化製程。因此，可使 

單晶半導體層117平面化，而無需施加可能損傷支持基板

100的任何力，並且無需在超過其應變點的溫度加熱支持

基板100。因此，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玻璃基板可用作支 

持基板100。也就是說，本實施例模式公開一種在用於製 

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中使用雷射光束照射製程的創新方法

當進行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時，加熱固定到支持 

基板100的單晶半導體層1 17 ＞由此增加單晶半導體層 

117的溫度。加熱溫度可高於或等於200°C並且低於或等 

於支持基板100的應變點。加熱溫度較佳的爲400°C或更 

高，更佳的爲450°C或更高。具體來說，加熱溫度較佳的 

爲400°C或更高以及670°C或更低，更佳的爲45 0°C或更 

高以及65 0°C或更低。透過加熱單晶半導體層117，可減 

少用於復原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結晶度和平面化所需的能 

量。因此，可增加雷射光束122的光束形狀的寬度（掃描

-52-



1450337

方向的長度），或者可減小雷射光束122的重疊百分比。

因此，可增加掃描速率。因此，縮短了用於處理一個基板

的迴圈時間，因而提高雷射照射製程的產量。

透過在雷射照射製程期間加熱單晶半導體層117，可 

去除單晶半導體層117中的懸空鍵或者例如單晶半導體層 

1 17與底膜（這裏爲第一絕緣層113）之間的介面上的缺 

陷等微缺陷，由此可得到具有更好特性的單晶半導體層 

112。透過使用其中固定的具有少量的例如位錯等晶體缺 

陷或者例如懸空鍵等晶體微缺陷的單晶半導體層112在其 

上固定的半導體基板10，可形成具有高導通電流和高場效 

應遷移率的電晶體。爲了獲得這類效果，較佳的將單晶半 

導體層117加熱到400°C或更高，更佳的爲5 00°C或更高

ο

在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的情況下，將單晶半導 

體層117在其上固定的支持基板100加熱到5 00°C或更高 

、較佳的爲5 5 0°C或更高，由此可使支持基板100收縮。

因此，在使用單晶半導體層112在其上固定的玻璃基板來 

形成電晶體的情況下，如果在製造半導體基板的過程中預 

先使玻璃基板收縮，則可抑制製造電晶體的過程中的收縮 

量。因此，可抑制曝光步驟中的掩模未對準。

透過雷射照射製程，不僅單晶半導體層117、而且與

單晶半導體層117接觸的第一絕緣層113a均被加熱。在

使第一絕緣層113a包含鹵素時，鹵素從第一絕緣層113a

擴散，並且可在透過再單晶化所得到的單晶半導體層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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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絕緣層113a之間的介面上析出。透過在單晶半導

體層112與第一絕緣層113a之間的介面上析出鹵素，鹵 

素可捕捉介面上存在的鋼等的遷移的離子。因此，在玻璃 

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的情況下'對於在進行加熱的同時 

進行的雷射照射製程，包含鹵素的第一絕緣層113a作爲 

阻擋層對於防止例如錮等雜質對單晶半導體層112的污染 

極爲有效。

形成與單晶半導體層117接觸並且包含鹵素的第一絕 

緣層113a以及形成與第一絕緣層113a接觸並且充當具有

高雜質阻擋作用的阻擋層的第一絕緣層113b，對於增加單 

晶半導體層112與第一絕緣層113a之間的介面上析出的 

鹵素的濃度是有效的。原因在於，使更大量的鹵素擴散到 

單晶半導體層112側，因爲鹵素不易擴散而進入充當阻擋

層的第一絕緣層113b。上述第一絕緣層113b的示例包括 

氮化矽膜和氧化氮化矽膜。

上述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113b可透過一種

方法來形成，其中在採用例如 NF3進行電漿清潔之後的

Ρ E C V D設備的腔室中'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 

113b分別由氧氮化矽或氧化矽以及氧化氮化矽或氮化矽連

續形成。可透過改變提供到腔室的用於膜形成的處理氣體 

，來實現第一絕緣層113a和第一絕緣層113b的連續形成

雷射器按照其發射模式可分類爲脈衝雷射器、連續波

雷射器和準連續波雷射器。推薦使用脈衝雷射器來進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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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半導體層117的熔融部分的再單晶化。當使用脈衝雷射

器時，採用雷射光束的一個 

區域到採用下一個脈衝來照 

換言之，透過採用一個脈衝 

結晶，並且到採用下一個脈 

。因此，在採用從脈衝雷射 

的區域被凝固時的最穩定狀 

晶體生長所得到的單晶結構

另一方面，在連續波雷 

不是間斷而是持續的。因此 

'在那個方向移動熔融區（ 

介面。因此，當熔融區凝固 

發生；晶軸的取向沒有變爲 

。同樣的情況適用於準連續

因此，在雷射照射步驟 

以以更高複製性來進行單晶 

爲脈衝雷射器，可使用小於 

茲或以下的重復頻率的雷射 

茲時，區域可在採用下一次 

的每一次發射而被熔融和凝 

的雷射光束的脈衝寬度範圍

脈衝（一次發射）進行照射的 

射時被熔融、凝固和再結晶。 

進行照射而被熔融的區域被再 

衝進行照射時返回到固相狀態 

器所發出的雷射光束進行熔融 

態是透過從未被熔融的單晶的

ο

射器的情況下，雷射光束照射

,透過採用雷射光束進行掃描 

液相區域）與固相區域之間的 

時，一致的晶體生長不太可能 

一致；以及晶粒邊界可能產生 

波雷射器。

中，當使用脈衝雷射器時，可 

半導體層117的再單晶化。作

10兆赫茲、較佳的爲10千赫 

器。當重復頻率小於10兆赫 

發射進行照射之前隨雷射光束 

固。此外，從脈衝雷射器發出 

可從 1 ο奈秒（nsec ）至 500

奈秒。

用於圖5A的雷射照射步驟的脈衝雷射器的示例包括

例如 XeCl雷射器和KrF雷射器等準分子雷射器以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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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雷射器和 Kr雷射器等氣體雷射器。可使用的其他示例

是固態雷射器，例如 YAG雷射器、YVO4雷射器、YLF雷

射器、YAlOs雷射器、GdVO4雷射器、KGW 雷射器、

KYW雷射器和Y2O3雷射器。作爲雷射光束'可使用基波

、這些雷射器中任一諧波（例如二次諧波、三次諧波或四

次諧波）。甚至在使用相同的雷射介質時，這些固態雷射 

器的一部分也可以是連續波雷射器或者準連續波雷射器。

作爲發出雷射光束122的雷射器，選擇其發射波長的 

範圍從紫外線區至可見光區的雷射器。雷射光束122的波

長是由單晶半導體層1 17吸收的波長。可考慮雷射的趨膚 

深度等來確定波長。例如，波長的範圍可以是25 0奈米至 

700奈米。

可考慮雷射光束 122的波長、雷射光束122的趨膚深

度、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厚度等來確定雷射光束122的能

量。當使用脈衝雷射器時，雷射光束122的能量密度可設

置在例如3 00 mJ/cm2至700 mJ/cm2的範圍。

可以在空氣氣氛中沒有任何控制地或者在惰性氣體氣 

氛中進行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已經證實，空氣氣氛

和惰性氣體氣氛各自對於復原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結晶度 

和平面化是有效的。還證實，惰性氣體氣氛比空氣氣氛更

佳。在改進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平面性方面，例如氮等惰

性氣體氣氛比空氣氣氛更爲有效。此外，在惰性氣體氣氛

中比在空氣氣氛中更不可能產生例如裂紋等畸變 > 並且在

惰性氣體氣氛中比在空氣氣氛中可從更大的範圍來選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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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晶體缺陷和實現平面化的雷射光束122的能量。

爲了在惰性氣體氣氛中採用雷射光束122來進行照射 

，可在氣密室中進行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透過將惰 

性氣體提供到這個腔室中'可在惰性氣體氣氛中進行採用 

雷射光束122的照射。在沒有使用腔室時，在將惰性氣體 

吹到被照射表面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半 

導體層117的表面。因此·可實現在惰性氣體氣氛中採用

雷射光束122的照射。

惰性氣體指的是分子或原子沒有透過在雷射光束照射 

步驟中與單晶半導體層的表面發生反應而形成氧化膜的氣

體。惰性氣體的示例包括氮氣（N2氣體）、例如氫和氤等 

稀有氣體等。惰性氣體中的氧的濃度較佳的爲30 ppm或

更小5更佳的爲1 0 ρ p m或更小。

在氣密室中進行雷射照射製程時，室內的壓力減少到 

真空。因此，可得到與透過在惰性氣體氣氛中進行雷射照

射製程所產生的相似效果。較佳的是，室內的壓力爲12

Pa或更小。更佳的是-腔室內的壓力爲4 Pa或更小。

存在氧化膜、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

較佳的是，使雷射光束122經過光學系統，使得雷射 

光束122具有線形或矩形光束形狀。因此，能夠以高產量 

進行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

在用雷射光束122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之前，去除

在單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形成的氧化膜、如自然氧化膜

。這是因爲存在這樣的情況：在單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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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不到足夠的平面化效果。可用氫氟酸處理單晶半導

體層117來去除氧化膜。按照需要進行採用氫氟酸的處理

，直到單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成爲疏水。當單晶半導體

層117具有疏水性時，可以確認氧化膜已從單晶半導體層

1 17去除。

可按照如下方式來進行採用圖5A的雷射光束122的 

照射步驟。首先，採用100倍稀釋氫氟酸將單晶半導體層

117處理110秒，以去除表面的氧化膜。隨後，將單晶半

導體層117在其上接合的支持基板100放置於雷射照射設 

備的工件台上。採用在工作台中提供的如電阻加熱裝置的 

加熱單元，將單晶半導體117加熱到200°C至6 5 0°C的溫 

度。例如，將單晶半導體層1 17加熱到500°C。

作爲發出雷射光束122的雷射器，使用 XeCl準分子 

雷射器（波長爲3 0 8奈米、脈衝寬度爲25奈秒以及重復 

頻率爲60赫茲）。透過光學系統，將雷射光束122的截

面形成爲3 00毫米χθ.34毫米的線形。在採用雷射光束

122來掃描單晶半導體層1 17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122

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 可透過移動雷射照射設備的工

作台來進行採用雷射光束 122的掃描，並且工作台的運動

速率對應於雷射光束的掃描速率。雷射光束122的掃描速 

率經過調整，使得採用雷射光束122的1至20次發射來 

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 17的同一個照射區域。雷射光束122

的發射次數較佳的大於或等於1且小於或等於11。透過採 

用雷射光束122的一次發射進行照射，可熔融單晶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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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117，由此可將它再結晶並且將其表面平面化。

在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之前，

可蝕刻單晶半導體層117。較佳的是，透過蝕刻去除保留 

在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分離面上的損傷區115。透過去除 

損傷區115，用雷射光束122照射所產生的表面平面化效 

果和結晶度復原效果可得到增強。

可透過使用乾蝕刻方法或濕蝕刻方法來進行這種蝕刻

。在乾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氣體的示例包括：氯化物 

氣體，例如氯化硼、氯化矽、四氯化碳；氯氣；氟化物氣 

體，例如氟化硫、氟化氮；氧氣；等等。在濕蝕刻方法中 

可使用的蝕刻溶液的一個示例是氫氧化四甲鍰（縮寫爲

TMAH）溶液。

在進行這種蝕刻的情況下，還較佳的是'採用雷射光 

束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之前，去除蝕刻之後在單 

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所形成的氧化膜、如自然氧化膜。

可用氫氟酸處理單晶半導體層117來去除氧化膜。

在用雷射光束122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之後 > 可透 

過蝕刻使單晶半導體層112變薄。可按照採用單晶半導體

層112形成的元件的特性來確定單晶半導體層112的厚度

。爲了在接合到支持基板100的單晶半導體層112的表面 

上形成具有優良步階覆蓋的薄閘極絕緣層，單晶半導體層

116的厚度較佳的爲50奈米或更小 > 並且可以是5奈米以 

上和50奈米以下。

可透過使用乾蝕刻方法或濕蝕刻方法來進行使單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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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層112變薄的蝕刻。在乾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氣

體例如包括：氯化物氣體'例如氯化硼、氯化矽、四氯化

碳；氯氣；氟化物氣體例如氟化硫、氟化氮；氧氣；等

等。在濕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溶液例如是TMAH溶液

由於可在700°C或更低的溫度進行從圖4A至圖5B 

的步驟，因此，具有700°C或更低的允許溫度極限的玻璃

基板可用作支持基板100。因此，可使用便宜的玻璃基板

，由此可降低半導體基板10的材料成本。

注意，透過使用本實施例模式的方法，還可將多個單 

晶半導體層112接合到一片支持基板100上。透過圖4A

至圖4C的步驟來形成各具有圖4C的結構的多個單晶半導 

體基板110。然後，多次重復進行圖4D的步驟，將多個 

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接合到一片支持基板100。此後，透 

過圖4E至圖5B的步驟，能夠製造半導體基板20，其中

包括有多個單晶半導體層112在其上接合的支持基板100

＞如圖2所示。

爲了製造半導體基板20，較佳的是，將 3 00毫米 

χ 300毫米或更大的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作爲大面 

積玻璃基板，較佳的爲生產液晶面板而開發的母玻璃基板

。已知母玻璃基板的大小的示例如下：第3代（550毫米

χ650毫米）；第3.5代（600毫米＞＜720毫米）；第4代（

680 毫米χ880毫米或 73 0 毫米＞＜920 毫米）；第 5代（

1100毫米X 1 3 00毫米）；第6代（ 1500毫米χ 1 8 5 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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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代（1870毫米χ2200毫米）；第 8

X2400毫米）；等等。

透過使用大面積基板、如母玻璃基板

100，可得到具有更大面積的 SOI基板。女 

較大面積的SOI基板，可從一片SOI基板 

或LSI等的晶片，並且可從一片基板製造

。因此，可顯著提高生產率。

在圖2的半導體基板20的支持基板1 

且易碎的基板、如玻璃基板的情況下，很ϋ 

於接合到一個支持基板的多個單晶半導體層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 

來進行此平面化製程。因此，可使固定到支 

多個單晶半導體層117平面化，而無需施力 

基板100的任何力，並且無需在超過其應善 

支持基板100。也就是說，在如圖2所示、 

體層112在其上固定的半導體基板20的

射光束照射製程是極爲重要的製程。也就 

模式公開一種使用雷射光束照射的創新方法

（實施例模式2）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半導 

方法，其中單晶半導體層隔著緩衝層固定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用於製造 

法，其中在支持基板之上形成緩衝層。

代（2200毫米

作爲支持基板 

］果可得到具有 

製造許多如IC 

Ε大數量的晶片

00是易彎曲並 

t將抛光方法用

117的平面化 

22的照射過程 

持基板1 00的 

I可能損壞支持 

f點的溫度加熱 

多個單晶半導 

!造製程中，雷 

說，本實施例

基板及其製造 

支持基板上。

導體基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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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示出一例半導體基板的結構的透視圖。在半導體

基板30中，將單晶半導體層112接合到支持基板100。單 

晶半導體層1 12透過使單晶半導體基板變薄來形成，並且

隔著緩衝層111和緩衝層101固定到支持基板100 ±。半

導體基板30是具有所謂的SOI結構的基板，其中在絕緣 

層之上形成單晶半導體層。透過將支持基板100之上所形 

成的緩衝層101的表面與單晶半導體層112之上形成的緩

衝層111的表面相互接合，將單晶半導體層112固定到支 

持基板100 ±。

緩衝層101是具有單層結構的膜或者具有堆疊了兩層 

以上層的多層結構的膜。透過膜形成方法在支持基板100 

的表面形成緩衝層101中包含的膜。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緩衝層101是具有兩層結構的膜，其中從支持基板100側 

堆疊絕緣層103和絕緣層104。在本實施例模式中，與支 

持基板100接觸形成的絕緣層103充當阻擋層。緩衝層

111是具有單層結構的膜或者具有堆疊了兩層以上層的多 

層結構的膜。透過膜形成方法在單晶半導體基板的表面形 

成緩衝層111中包含的膜。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緩衝層

111具有單層結構，並且由絕緣層119來形成。

下面參照圖8、圖9A至圖9E '圖10A和圖10B來描

述一種用於製造圖6所示半導體基板30的方法。

首先描述在支持基板100之上形成緩衝層101的步驟

。圖8示出剖視圖，說明形成緩衝層101的步驟。作爲緩 

衝層101中包含的膜，可使用包含矽或錯作爲其成分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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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膜，例如氧化矽膜、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 

矽膜、氧化錯膜、氮化錯膜、氧氮化錯膜或者氧化氮化錯 

膜。另外，還可使用包括例如氧化鋁、氧化鉅或氧化鈴等 

金屬氧化物的絕緣膜、包括例如氮化鋁等金屬氮化物的絕 

緣膜、包括例如氧氮化鋁膜的金屬氧氮化物的絕緣膜、或 

者包括例如氧化氮化鋁膜等金屬氧化氮化物的絕緣膜。可 

透過 CVD方法、濺射方法、氧化或氮化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的方法等 > 來形成緩衝層101中包含的絕緣膜。

緩衝層101較佳的包括用於防止鋼進入單晶半導體層 

112的阻擋層。阻擋層可以是單層或兩層以上層。例如， 

在包含可能降低半導體裝置的可靠性的例如鹼金屬、鹼土 

金屬等雜質的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的情況下，例如當加 

熱支持基板100時，這類雜質可能從支持基板100擴散到 

單晶半導體層112中。因此，透過在緩衝層101中形成阻 

擋層，可防止會降低半導體裝置的可靠性的例如鹼金屬、 

鹼土金屬等的這類雜質被遷移到單晶半導體層112。充當 

阻擋層的膜的示例如下所述：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 

氮化鋁膜、氧化氮化鋁膜等。在包含這種膜時，緩衝層 

101可充當阻擋層。

例如，在緩衝層101具有單層結構的情況下，緩衝層 

101較佳的由充當阻擋層的薄膜來形成。在這種情況下， 

具有單層結構的緩衝層101可由厚度爲5奈米至200奈米 

的氧化氮化鋁膜、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或者氮化鋁膜 

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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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緩衝層ιοί是具有包括阻擋層的兩層結構的膜時，

與支持基板100接觸的膜由用於阻擋例如錮等雜質的阻擋 

層來形成。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絕緣層103由作爲阻擋層 

形成的絕緣膜來形成。絕緣層103可由厚度爲5奈米至 

200奈米的氧化氮化鋁膜、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或者 

氮化鋁膜來形成。

充當阻擋層的這些膜具有用於防止雜質擴散的高阻擋 

作用，但是它們的內應力也高。因此，作爲與絕緣層103 

接觸的絕緣層104 -較佳的具有釋放緩衝層101的應力的 

作用的膜。作爲具有這種作用的絕緣膜，給出氧化矽膜、 

氧氮化矽膜等。絕緣層104可形成爲從5奈米至300奈米 

的厚度。由於絕緣層104的上表面充當接合表面，所以絕

緣層104較佳的具有0.7奈米或更小、更佳的爲0.4奈米

或更小的平均表面粗糙度 Ra。絕緣層104可具有從10奈

米至200奈米的厚度。絕緣層104較佳的具有從5奈米至

500奈米、更佳的爲10奈米至200奈米的厚度。

例女口 '可用SiH4和 WO作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

方法、由氧氮化矽膜來形成絕緣層103。另外，可使用有 

機矽烷氣體和氧作爲處理氣體、透過PECVD方法、由氧

化矽膜來形成絕緣層104。

n2o、nh3 H2和20提供到腔室中作爲用於形成絕緣層

例如，在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使用氧化氮化矽的

絕緣層113和使用氧氮化矽的絕緣層104的情況下，將支

持基板100放入 PECVD 設備的腔室。然後，將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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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的處理氣體，然後產生該處理氣體的電漿，由此在單

晶半導體基板110之上形成氧化氮化矽膜。隨後，將引入 

緣層104的處理氣體。這裏 

混合氣體的電漿，並在氧氮 

矽膜。在使用具有多個腔室 

在不同腔室中形成氧氮化矽

，透過改變引入腔室的氣體 

並形成氮化矽膜作爲上層。

層103和絕緣層104時 > 能

100之上形成緩衝層101。

和絕緣層104而沒有暴露於 

與絕緣層104之間的介面受

來描述一種用於處理單晶半 

與實施例模式1相似，沖洗 

然後，在單晶半導體基板

。爲了防止單晶半導體基板

、防止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的撞擊損傷等，形成保護膜 

積例如氧化矽膜、氮化矽膜 

等絕緣材料，來形成這個保 

過氧化或氮化單晶半導體基 

如，爲了透過氧化單晶半導 

護膜131，可進行熱氧化處

腔室的氣體改變爲用於形成絕 

使用 SiH4和 N2o。產生這些 

化矽膜之上連續形成氧化氮化 

的 PECVD設備的情況下，可 

膜和氧化氮化矽膜。無需贅言 

，可形成氧化矽膜作爲下層，

在如上所述連續形成絕緣 

夠以高的產量在多個支持基板 

此外，由於可形成絕緣層103 

大氣，所以可防止絕緣層103 

到大氣污染。

接著，參照圖9A至圖9E 

導體基板110的方法。首先， 

和清潔單晶半導體基板110。 

110的表面上形成保護膜131 

110受到例如金屬等雜質污染 

的表面受到照射該表面的離子 

131。可透過CVD方法等來沉 

、氧化氮化矽膜、氧氮化矽膜 

護膜131。備選的方式是，透 

板110來形成保護膜131。例 

體基板110來形成氧化膜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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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乾式氧化處理、氣流氧化處理）或者用含臭氧水的氧

化處理。在乾式氧化處理的情況下，較佳的是將含鹵素氣

體加入氧化氣氛。作爲含鹵素氣體 可使用從HC1、HF、

NF3、HBr、Cl2、C1F、BC13、F2 Br2等中選取的一種或

多種氣體。

隨後，如圖9B所示，透過保護膜131，採用透過電 

場加速的離子121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由此在距

離單晶半導體基板110表面的預定深度的區域形成損傷區

115。可與實施例模式1中的損傷區115的形成步驟相似

地進行此步驟。

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後，去除保護膜131。然後，如 

圖9C所示，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的表面之上形成絕緣 

層119，絕緣層119形成緩衝層111。可與圖4C的第二絕 

緣層114相似地形成絕緣層119。還可透過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的氧化處理來形成絕緣層119。注意，在加入損傷

區115的元素或分子沒有沈澱的處理溫度進行氧化處理、

較佳的爲在3 5 0°C或更低的溫度進行。作爲這種低溫氧化

處理，可使用採用含臭氧水的氧化處理、採用電漿處理或 

高密度電漿處理的氧化處理等。

絕緣層119是用於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上形成平滑

親水接合表面的層。因此，絕緣層119較佳的爲0.7奈米

層119可具有從10奈米至200奈米的厚度。絕緣層119 

較佳的從5奈米至500奈米、更佳的爲10奈米至200奈

或更小、更佳的爲0.4奈米或更小的平均粗糙度Ra。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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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厚度。

可透過化學汽相反應由絕緣膜形成絕緣層119。例如 

>可形成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氮化矽 

膜等作爲絕緣層119。在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氧化矽膜 

作爲絕緣層119的情況下，較佳的使用有機矽烷氣體和氧 

氣（02）作爲源氣體。透過將有機矽烷用作源氣體，能夠 

在3 5 0°C或更低的處理溫度形成具有平滑表面的氧化矽膜

。備選的方式是，可使用在從200°C至5 00°C的加熱溫度

透過熱CVD方法所形成的低溫氧化物（LTO ）來形成絕緣

層1 19。可透過使用甲矽烷（SiHQ 、乙矽烷（Si2H6 ）等

作爲矽源氣體 > 並使用N2O等作爲氧源氣體，來形成LTO

用於透過使用TEOS和02作爲源氣體來形成氧化矽

膜的絕緣層119的條件例如是：以15 seem的流速將 

TEOS引入腔室並以75 0 seem的流速將。2引入腔室，並 

且膜形成壓力爲100 Pa，膜形成溫度爲3 00°C - RF輸出爲 

300 W，電源頻率爲13.56 MHz。

隨後，清潔設有損傷區115和緩衝層111的單晶半導 

體基板110以及設有緩衝層101的支持基板100。可透過 

用純水的超音波清潔來進行此清潔步驟。超音波清潔較佳 

的是兆赫超音波清潔（兆音波清潔）。在超音波清潔之後 

，最好用含臭氧水來清潔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和支持基板 

100這二者或其一。透過採用含臭氧水進行清潔，可進行

有機物質的去除和表面活化處理以改進緩衝層101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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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水性。

可透過採用原子束或離子束進行照射、電漿處理或自 

由基處理以及採用含臭氧水進行清潔，進行緩衝層ιοί和 

1 1 1的表面活化處理。當進行採用原子束或離子束的照射 

時，可使用氫等的稀有氣體中性原子束或稀有氣體離子束

ο

圖9D示出說明接合步驟的剖視圖。可與圖4D的接 

合步驟相似地進行這個接合步驟。支持基板100和單晶半 

導體基板110設置成隔著緩衝層101和111相互接觸。因 

此'將緩衝層101的表面和緩衝層111的表面相互接合＞ 

並且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固定到支持基板100 ο

在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接合到支持基板100之後， 

最好進行熱處理以增加緩衝層101與111之間的接合介面 

上的接合力。這種處理在損傷區115中不產生裂紋的溫度 

進行，並且可在從200oc至4 5 0°C的溫度進行。

隨後，進行熱處理以在損傷區115產生分離，由此將 

單晶半導體層117與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分離。圖9E是 

示出分離步驟的簡圖，其中將單晶半導體層117與單晶半 

導體基板110分離。可與圖4D的分離步驟相似地進行此 

步驟。

當進行熱處理時，損傷區115中的微孔的體積發生變

化，從而在損傷區115中產生裂紋。因此，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沿損傷區115分裂，並且如圖9E所示，與單晶半

導體基板110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層117固定在支持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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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上。

隨後，如圖10A所示，用雷射光束122照射與支持基 

板100緊密接觸的單晶半導體層117。可與圖5A的雷射 

照射步驟相似地進行此雷射照射步驟。當加熱並採用雷射 

光束122來掃描單晶半導體層117時，用雷射光束122照 

射單晶半導體層117的整個分離面。

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時，單晶半導體層117吸收 

雷射光束122 ＞用雷射光束122照射的部分的溫度增加， 

並且該部分被熔融。在支持基板100移動時，用雷射光束 

122照射的區域被移動。因此，單晶半導體層117的熔融 

部分的溫度減小，熔融部分凝固，並進行其再單晶化。因 

此，形成透過再單晶化得到的單晶半導體層112°

當進行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時，加熱固定到支持 

基板100的單晶半導體層117，由此增加單晶半導體層 

117的溫度。加熱溫度可高於或等於25 0°C並且低於或等 

於支持基板100的應變點。加熱溫度較佳的爲400°C或更 

高，更佳的爲450°C或更高。具體來說，加熱溫度較佳的 

爲400°C或更高以及670°C或更低，更佳的爲45 0°C或更 

高以及65 0°C或更低。

透過加熱單晶半導體層，可去除單晶半導體層中的懸 

空鍵或者例如單晶半導體層與底膜之間的介面上的缺陷等 

微缺陷，並且可得到更好的單晶半導體層。透過使用具有 

少量的例如位錯等晶體缺陷或者例如懸空鍵等晶體微缺陷 

的單晶半導體層112在其上固定的半導體基板30 -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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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導通電流和高場效應遷移率的電晶體。

在使與單晶半導體層117接觸的絕緣層119包含鹵素 

時，由於絕緣膜也被雷射光束照射所加熱因此鹵素可從絕 

緣膜擴散，並且可在透過再單晶化所得到的單晶半導體層 

112與絕緣層119之間的介面上析出鹵素。透過在單晶半 

導體層112與絕緣層119之間的介面上析出鹵素，鹵素可 

捕捉介面上存在的錮等的遷移離子。因此，在玻璃基板用

作支持基板100的情況下，在防止例如鋼等雜質對單晶半

導體層112的污染方面，包含鹵素的絕緣層119的形成以 

及在進行加熱時的雷射照射製程極爲有效。

在將緩衝層111形成爲具有兩層結構時，在增加單晶 

半導體層112與緩衝層111之間的介面上析出的鹵素的濃 

度方面，形成包含鹵素、與單晶半導體層117接觸的絕緣 

層以及形成充當具有高雜質阻擋作用、與包含鹵素的絕緣 

層接觸的阻擋層是有效的。原因在於，使更大量的鹵素擴

散到單晶半導體層112側，因爲鹵素不易擴散入阻擋層。

充當阻擋層的上述絕緣層的示例包括氮化矽膜和氧化氮化

矽膜。

具有兩層結構的上述緩衝層111可透過這樣一種方法 

來形成，其中在採用例如 NF3進行電漿清潔之後的 

PECVD設備的腔室中，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0之上形成氧 

氮化矽層或氧化矽層之後，連續形成氧化氮化矽層或氮化 

矽層。兩種絕緣層的連續形成，可透過改變提供到腔室的 

用於膜形成的處理氣體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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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用雷射光束 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 1 1 7之

前，可蝕刻單晶半導體層 117。較佳的是，透過蝕刻去除

保留在單晶半導體層 117的分離面上的損傷區115。透過

去除損傷區115，用雷射光束122進行照射所產生的表面 

平面化效果和結晶度復原效果可得到增強。

可用乾蝕刻方法或濕蝕刻方法來進行這種蝕刻。 在乾

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氣體例如包括：氯化物氣體 ，例

如氯化硼、氯化矽、 四氯化碳；氯氣；氟化物氣體'

化硫、氟化氮；氧氣 ；等等。在濕蝕刻方法中可使用

如氟

的蝕

刻溶液例如是TMAH 溶液。

在採用雷射光束 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之後，

可透過蝕刻來使單晶半導體層112變薄。可按照用單晶半 

導體層112形成的元件的特性來確定單晶半導體層112的 

厚度。爲了在接合到支持基板100的單晶半導體層112的 

表面之上形成具有優良步階覆蓋的薄閘極絕緣層，單晶半

導體層112的厚度較佳的爲50奈米或更小，並且可以是5 

奈米以上和50奈米以下。

可用乾蝕刻方法或濕蝕刻方法來進行使單晶半導體層 

112變薄的蝕刻。在乾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氣體例如 

包括：氯化物氣體，例如氯化硼、氯化矽、四氯化碳；氯 

氣；氟化物氣體■如氟化硫、氟化氮；氧氣；等等。在濕 

蝕刻方法中可使用的蝕刻溶液例如是TMAH溶液。

由於可在700°C或更低的溫度進行從圖9A至圖10B

的步驟，因此，可將具有700°C或更低的允許溫度極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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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因此，可使用便宜的玻璃基

板，由此可降低半導體基板30的材料成本。

與實施例模式1的半導體基板10（參見圖1）不同，

在本實施例模式的半導體基板30中，採用緩衝層101來 

覆蓋支持基板100的表面。因此-當半導體基板30的緩

衝層101設有阻擋層時，可比半導體基板10中更有效地 

防止單晶半導體層112的污染。

注意，透過使用本實施例模式的方法，還可將多個單

晶半導體層112接合到一片支持基板100。如圖8所示， 

製備設有緩衝層101的支持基板100 ο緩衝層101較佳的 

包括充當阻擋層的層。此外，重復進行圖9Α至圖9C的步 

驟，由此製備各設有緩衝層111和損傷區115的多個單晶 

半導體基板110。然後，將各具有圖9C的結構的多個單 

晶半導體基板110接合到支持基板100。此後，透過圖9Ε 

至圖10Β的步驟，能夠製造半導體基板40，半導體基板

40包括有多個單晶半導體層112在其上接合的支持基板

10 0'如圖7所示。

爲了製造半導體基板40，較佳的將3 00毫米χ300毫 

米或更大的玻璃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作爲大面積玻璃 

基板，較佳的爲了製造液晶面板而開發的母玻璃基板。已 

知母玻璃基板的大小的示例如下所述：第3代（550毫米 

χ650毫米）；第3.5代（600毫米乂720毫米）；第4代（ 

68 0 毫米χ 8 80毫米或 73 0 毫米χ920毫米）；第 5 代（ 

1100毫米X 1 3 0 0毫米）；第6代（ 150 0毫米χ 1 8 5 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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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代（1870毫米χ2200毫米）；第 8代（2200毫米

X2400毫米）；等等。

透過使用大面積基板、如母玻璃基板作爲支持基板

100 -可得到具有更大面積的SOI基板。如果可得到具有 

較大面積的SOI基板，可從一片SOI基板製造許多如IC 

或LSI等的晶片，並且可從一片基板製造較大數量的晶片

。因此，可顯著提高生產率。

在圖7的半導體基板40的支持基板100是易彎曲且

易碎的支持基板如玻璃基板的情況下，很難將抛光方法用 

於接合到支持基板上的多個單晶半導體層117的平面化。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22的照射過程來 

進行此平面化製程。因此，可使固定到支持基板100的單 

晶半導體層117平面化，而無需施加可能損傷支持基板 

100的任何力，並且無需在超過其應變點的溫度加熱支持 

基板100。也就是說，在如圖7所示、多個單晶半導體層 

112在其上固定的半導體基板40的製造製程中，雷射光束 

照射製程是極爲重要的製程。

（實施例模式3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描述在加熱的同時用以採用雷射 

光束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的雷射照射設備。圖11示出一 

例雷射照射設備的結構。

如圖11所示，雷射照射設備包括發出雷射光束300 

的雷射器301以及放置物件3 02的工作台3 03。雷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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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與控制器3 04連接。透過控制器3 04的控制，可改變

從雷射器301發出的雷射光束3 00的能量、重復頻率等。

工作台303 設有用以加熱物件302的加熱裝置如電阻加熱

裝置等。

工作台 303設置成可在腔室3 06內部移動。箭頭307

指示工作台 303的運動方向。

在腔室 3 06的壁上設有窗口 3 08，透過它將雷射光束

3 00導入腔室306。使用對於雷射光束3 00具有高透射率

的材料如石英來形成窗口 3 0 8。爲了控制腔室306內的氣

氛，腔室306設有與氣體供應裝置連接的供氣埠309以及 

與排氣系統聯接的排氣埠310。

包括透鏡、反射鏡等的光學系統 311設置在雷射器

301與工作台3 03之間。光學系統3 1 1設置在腔室3 06的 

外部。透過光學系統311，使從雷射器301所發出的雷射 

光束3 00的能量分佈均勻化，並且使雷射光束3 00的截面

形成爲線形或矩形。從離開光學系統311的雷射光束300

透過視窗3 0 8進入腔室306，並傳送到工作台3 03之上的

物件302。當採用工作台3 0 3的加熱器來加熱物件3 02並 

移動工作台3 03時，將雷射光束300傳送到物件3 02。此 

外，透過從供氣埠3 09提供惰性氣體如氮氣，可在惰性氣 

體氣氛中用雷射光束3 00進行照射。

在大尺寸基板用作支持基板100的情況下 > 爲了縮短

雷射光束照射的處理時間，較佳的是 > 將用雷射光束的一

次發射所照射區域的長度L設置得長，透過在一個方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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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尺寸基板來完成雷射光束照射。圖12A示出一例用於 

以上述方式來處理大尺寸基板的雷射照射設備的結構。圖 

12A示出雷射照射設備的主要部分的剖視圖。該雷射照射 

設備在腔室中具有多個工作台以及用以透過從設置在工作 

台中的氣體吹送孔吹送已加熱氮氣來使基板浮起並被傳送 

的裝置。注意，圖12A中未示出腔室。圖13示出圖12A 

的雷射照射設備的主要部分的透視圖。

透過調整光學系統311等，還可採用一次發射來照射 

較大面積。如果可採用一次發射來照射較大面積，則可縮 

短進行各基板的雷射照射製程所需的時間。這裏使用的雷 

射器301的最大輸出能量，使得用雷射光束進行照射的區 

域的長度L可設置得長。

圖12B示出俯視圖，說明在雷射照射期間大尺寸基板 

1405、雷射光束照射區域1411和單晶半導體層1406之間 

的位置關係。如圖12B所示，用雷射光束300照射的區域 

的長度L大於排列成行的六個單晶半導體層1 406的邊的 

總長。大尺寸基板1405的寬度由 W來表示。雷射光束照 

射的區域沿垂直於大尺寸基板的寬度W的方向的邊稱作 

雷射光束的寬度。這裏給出一例，其中，大尺寸基板1405 

的大小爲600毫米χ720毫米，並且24個單晶半導體層 

1 406排列在一個基板上。各單晶半導體層1 406從矽晶圓 

分離而獲得。

氧氣的濃度以及水氣的濃度各爲30 ppm或更小，較 

佳的爲30 ppb或更小。因此，爲了使腔室（反應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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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殘留氣體、如氧氣和Η?。爲最少，在最終壓力下降到

1x10-7 Torr 至 Torr （大約 1x10，Pa 至 1 χ 1 O'8 Pa 

）的超高真空（UHV ）區域後，用極低氧氣分壓的 Ν?氣

體生成設備來提供高純度氮氣，由此在腔室中獲得氮氣氛

。此外，雷射照射設備可具有用以從腔室中抽取高純度氮 

氣、然後再次迴圈到腔室中的裝置。

在進行超高抽真空以在腔室中獲得低於IO' Pa的真

空的情況下，較佳的使用渦輪式分子泵和低溫泵。採用渦

輪式分子泵來進行抽氣，並用低溫泵來進行抽真空。

腔室的內壁可具有鏡面光潔度，並且可提供用於烘烤 

的加熱器以減少氣體從內壁排放。較佳的是，（在200°C 

至 3 00°C ）烘烤腔室，以去除腔室內部存在的主要含水分 

的殘留氣體。

透過設置在管1 429中的閥門將氣體儲存設備1 43 0中 

儲存的氮氣提供到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1428

。然後，透過管子1427、氣體加熱設備1426和管子1425

將氮氣從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1 42 8提供給工

作台1401中的多個吹氣孔1412。極低氧氣分壓的Ν?氣體 

生成設備1 42 8控制氮氣的流速和壓力，並且提供氮氣， 

以使大尺寸基板1 405浮起。

兩個工作台1401和1 402彼此分開放置以不與雷射照

射區域重疊，並且經過設置以不被雷射光束照射而加熱。

工作台1 402也類似地設有多個吹氣孔1412。透過設置在

管子1419中的閥門將氣體儲存設備1 420中儲存的氮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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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到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1418。然後，由極

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1418來降低氮氣中的氧氣

的濃度。透過管子1417、氣體加熱設備1416和管子1415 

將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1418所處理的氮氣提 

供給工作台1 402中的多個吹氣孔1412。

爲了使腔室中的氧氣的濃度和水氣的濃度各爲30 ppm 

以下、較佳的爲30 ppb以下，最好將高純度氣體用作從 

多個吹氣孔1412吹送的氮氣。注意，雖然氣體加熱設備

、氣體儲存設備等在圖12A中表示爲在工作台之下，但是 

，該結構只是用於進行說明的一個示例，並不構成對本發 

明的特定限制。無需贅言，透過增加各管的長度，可將這 

些設備等設在其他位置。

透過在工作台1401和1402中設置多個吹氣孔1412 - 

可使大尺寸基板1405浮起並向著箭頭3 07所示方向傳送

注意，雷射照射設備的其他部件與圖11的其他部件

相似，因而在此省略對它們的描述。

如圖13所示，工作台1402設有抽氣孔14 04，並且提

供流速控制器（未示出）來控制透過抽氣孔1 404抽氣的 

氣體的流速。在工作台的端部比在中心部分設置了更多的 

吹氣孔，從而防止基板彎曲。

圖13所示的雷射照射裝置具有雷射器301、帶均化器

的光學裝置1 407、反射鏡1 408、雙合透鏡1 409a和雙合

透鏡1 409b。注意，使雷射光束的能量分佈均勻一般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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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化”，而均勻化光學系統稱作均化器。從雷射器301

發出的雷射光束由球面透鏡擴大。注意，當從雷射器301

發出的光束的光束形狀充分大時，就不需要球面透鏡。然

後，由柱面透鏡陣列在線形斑的長邊（長軸）方向分離雷

射光束。此後，由設置在柱面透鏡陣列後面的柱面透鏡將

雷射光束合成爲大尺寸基板145上的單射束。因此，採用 

具有線形光束形狀的雷射光束來照射大尺寸基板1405。此

外，在大尺寸基板1405的表面使沿光束形狀的長邊方向

的能量分佈均勻化（長軸均勻化），並且確定沿長邊方向 

的長度。

透過使用圖12A和圖13所示的製造設備，可在更短 

時間內進行雷射照射製程。

（實施例模式4 ）

從中分離出了單晶半導體層的單晶半導體基板可經再 

處理，然後作爲單晶半導體基板 no重復使用。在本實施 

例模式中，描述再處理方法。在本實施例模式中，使用實 

施例模式1中所用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8作爲示例來描述 

再處理方法。

如圖4E所示 > 留下沒有接合到支持基板100的部分 

保留在單晶半導體118的周邊。第一絕緣層113b、第一絕 

緣層113a和第二絕緣層114中沒有接合到支持基板100 

的部分保留在該部分中。

首先，進行蝕刻處理，以去除第一絕緣層113a、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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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層113a和第二絕緣層114。例如，當這些膜由氧化矽

、氧氮化矽或氧化氮化矽來形成時 ' 可透過使用氟化氫水

溶液（氫氟酸）的濕蝕刻處理去除第一絕緣層113b、第一

絕緣層113a和第二絕緣層114。

隨後蝕刻單晶半導體基板118，由此去除這個週邊凸 

出部分以及單晶半導體層1 17與其分離的表面。單晶半導 

體基板118的蝕刻處理較佳的爲濕蝕刻處理，並且可將氫 

氧化四甲基銭（縮寫爲TMAH ）用作蝕刻劑。

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8經過蝕刻處理之後，其表面被 

抛光並平面化。對於抛光處理，可使用機械抛光、化學機 

械抛光（縮寫爲CMP ）等。爲了使單晶半導體基板的表面 

平滑，最好將表面抛光約1微米至10微米。在抛光之後 

，進行氫氟酸清潔或 RCA清潔，因爲在單晶半導體基板 

上會留下磨粒等。

透過上述製程，單晶半導體基板118可作爲圖3所示 

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0再用。透過再用單晶半導體基板 

118-可降低半導體基板10的材料成本。

還可透過相同方式再處理用於製造半導體基板30和 

半導體基板40的單晶半導體基板118。

（實施例模式5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使用根據本發明的半導體

基板的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作爲使用根據本發明的

半導體基板的半導體裝置的一個示例，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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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描述電晶體。透過組合多個電晶體，形成各種類型的半

導體裝置。將參照圖14A至圖14 D '圖1 5 A至圖15C和

圖16的剖視圖來描述一種用於製造電晶體的方法。注意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用於同時製造η通道和

Ρ通道電晶體的方法。

製備半導體基板。在本實施例模式中，使用圖1的半 

導體基板10。也就是說，使用一種半導體基板，其中將單

晶半導體層112隔著緩衝層111固定在具有絕緣表面的支

持基板100。注意，形成電晶體的半導體基板並不侷限於 

圖1的結構，而是可使用根據本發明的半導體基板。

如圖14Α所示，透過蝕刻將支持基板100之上的單晶 

半導體層112加工（形成圖案）成預期形狀，使得形成單 

晶半導體層60 3和單晶半導體層6 04。使用單晶半導體層

603來形成ρ通道電晶體，而使用單晶半導體層604來形 

成η通道電晶體。

爲了控制臨界値電壓，可將例如硼、鋁或錄等Ρ型雜

質元素或者例如磷或碑等η型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

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例如，在添加硼作爲賦予ρ型 

導電的雜質元素的情況下，可按照5xl016 cm'3至lxlO17 

cm'3的濃度來添加硼。可對單晶半導體層112或者對單晶

半導體層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來進行用於控制臨界値

電壓的雜質的添加。備選的方式是，可對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添加用於控制臨界値電壓的雜質元素的。另一備選的

方式是，可對單晶半導體基板110添加雜質元素，然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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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單晶半導體層112添加雜質元素'以微調臨界値電壓

。又一備選的方式是，可在從單晶半導體層112形成單晶

半導體層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之後 > 對單晶半導體層

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添加雜質元素。

例如，以使用弱P型單晶矽基板作爲單晶半導體基板 

110的情況爲例，描述用於添加這樣的雜質元素的方法的 

一個示例。首先，在蝕刻單晶半導體層112之前，將硼加 

入整個單晶半導體層112。硼的這種添加的目的在於調整 

P通道電晶體的臨界値電壓。使用B2H6作爲摻雜劑氣體- 

以lxloWcn?至1 xl017/cm3的濃度來添加硼。考慮啓動 

速率等來確定硼的濃度。硼的濃度可以是6xlOI6/cm3。隨 

後，蝕刻單晶半導體層112-以形成單晶半導體層603和 

604。然後，僅將硼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4。硼的第二次添 

加的目的在於調整 η通道電晶體的臨界値電壓。使用 

Β2Η6作爲摻雜劑氣體 > 以lxio"/cm‘至lxio】7/cm‘的濃 

度來添加硼。例如'硼的濃度可以是6xlO16/cm3。

注意，在具有適合於P通道電晶體或η通道電晶體的 

臨界値電壓的導電類型和電阻的基板可用作單晶半導體基 

板110的情況下，添加用於控制臨界値電壓的雜質元素的 

步驟的所需數量可以爲一；可將用於控制臨界値電壓的雜 

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這二者 

之一。

如圖14Β所示，形成閘極絕緣層606 >以覆蓋單晶半 

導體層603和604。可在3 5 0°C或更低的處理溫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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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VD、採用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和/

或氮化矽膜的單層或者兩層以上層的堆疊層來形成閘極絕

緣層 6 0 6。此外， 可用透過高密度電漿處理氧化或氮化單

晶半導體層60 3、 604的表面得到的氧化膜或氮化膜來形

成閘極絕緣層606 °使用例如He、Ar、Kr或Xe等稀有氣

體與氧、氧化氮、 氨、氮、氫等的混合氣體來進行高密度

電漿處理。在這種情況下，當透過引入微波來進行電漿激 

發時，可產生具有低電子溫度的高密度電漿。透過由 這類

高密度電漿所產生的氧基（它可包括 OH基）或氮基 （它

可包括 NH基）來氧化或氮化單晶半導體層的表面， 由此

使絕緣膜形成爲厚度1奈米至20奈米、較佳的爲5 奈米

至10奈米，以便與單晶半導體層接觸。因此，厚度爲5 

奈米至10奈米的薄絕緣膜可用作閘極絕緣層606 -

然後，在閘極絕緣層606之上形成導電膜之後，將導 

電膜加工（形成圖案）成預定形狀·由此在單晶半導體層

6 0 3和6 0 4中每個之上形成電極607，如圖14 C所示。透

過 CVD方法、濺射方法等來形成導電膜。導電膜可由鉅

（Ta）、錦（W）、钛（Ti）、鉗（Mo）、鋁（Al）、銅

（Cu）、銘（Cr）、鋸（Nb）等來形成。備選的方式是，

導電膜可使用包含上述金屬作爲其主要成分的合金或者包 

含上述金屬的化合物來形成。還備選的方式是，導電膜可

由採用賦予導電類型的雜質元素、如磷進行摻雜的多晶矽

等的半導體膜來形成。

雖然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電極607的每個由單層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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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來形成，但是本實施例模式並不侷限於這種結構。可透 

過堆疊多個導電膜來形成電極607。在將電極607形成爲 

具有兩層結構時，作爲兩個導電膜的組合的一個示例，氮 

化鉅膜或鉅(Ta)膜可用於第一層-而鐺(W )膜可用於 

第二層。其他實例如下：氮化鎬膜和鐺膜；氮化鉗膜和鋁 

膜；鋁膜和鉅膜；鋁膜和钛膜；包含賦予η型導電的雜質 

的矽膜和矽化鎳膜；包含賦予η型導電的雜質的矽膜和矽 

化鐺膜；等等。由於鴿膜和氮化鉅膜具有高耐熱性，因此

，可在形成兩個導電膜之後進行熱活化的熱處理。

在將電極607形成爲具有三層結構時，可採用鉅膜、 

鋁膜和鉗膜的疊層膜。

注意，在透過蝕刻導電膜來形成電極607時，氧化矽 

膜、氧化氮化矽膜等可用作用於蝕刻的掩模來代替抗蝕劑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蝕刻氧化矽膜、氧化氮化矽膜等的 

一個附加步驟；但是，蝕刻時掩模的膜厚度的減小比使用 

抗蝕劑掩模的情況要小。因此，易於形成各具有預期寬度 

的電極607。備選的方式是，可透過微滴排放法有選擇地 

形成電極607 ＞而無需使用掩模。

注意，微滴排放法表示一種方法，其中，從小孔隙中 

排放或噴出包含預定成分的微滴以形成預定圖案'並且包 

括噴墨法等。

作爲導電膜的蝕刻方法，較佳的是使用電感耦合電漿

(ICP )蝕刻方法。這是因爲透過控制蝕刻條件(例如， 

施加到線圈電極層的電功率、施加到基板側的電極層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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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或者基板側的電極溫度），可將導電膜蝕刻成預期錐

形之外，還可根據掩模的形狀來控制錐形的角度等。注意

，作爲蝕刻氣體，可適當地使用例如氯、氯化硼、氯化矽

或四氯化碳等氯基氣體、例如四氟化碳、氟化硫或氟化氮

等氟基氣體或者氧。

隨後，如圖14D所示，透過使用電極607作爲掩模， 

將賦予一種導電類型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3、 

604。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賦予ρ導電型的雜質元素（ 

如硼）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3,並將賦予η導電型的雜質 

元素（如磷或碑）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4。這個步驟是用 

於在單晶半導體層603中形成充當源區和汲區的雜質區 、 

以及在單晶半導體層604中形成充當高阻區的雜質區的步 

驟。

注意，在將賦予Ρ導電型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 

層60 3時，採用掩模等覆蓋單晶半導體層604，使得沒有 

將賦予Ρ型導電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4。另一 

方面，在將賦予 η導電型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 

604時，採用掩模等覆蓋單晶半導體層603 .使得沒有將 

賦予η型導電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3。備選的 

方式是，在將賦予Ρ型和η導電型其中之一的雜質元素加 

入單晶半導體層603、604之後，可按照比先前添加的雜 

質元素更高的濃度有選擇地將賦予其他導電的雜質元素加 

入單晶半導體層603和6 04其中之一。透過添加雜質元素 

的此步驟，在單晶半導體層603中形成ρ型高濃度雜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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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並在單晶半導體層6 04中形成η型低濃度雜I

。在單晶半導體層603和單晶半導體層604中與乍

重疊的區域分別是通道形成區610和通道形成區6

隨後'如圖15Α所不'在電極 6 0 7的側面 

612。例如，可透過以下方式來形成側壁612 :重

緣膜，以覆蓋閘極絕緣層606和電極607，並且

異性蝕刻部分蝕刻新形成的絕緣膜，其中蝕刻主

方向進行。透過上述各向異性蝕刻部分蝕刻新形成 

膜，由此在電極607的側面形成側壁612。注意， 

這種各向異性蝕刻部分蝕刻閘極絕緣層606。採 

PECVD方法、濺射方法等的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腹 

氮化矽膜或者包括例如有機樹脂等有機材料的膜苣 

者兩層以上層的堆疊來形成用於形成側壁612的絶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透過PECVD方法將氧化矽膜 

100奈米的厚度。作爲氧化矽膜的蝕刻氣體，可使

和氨的混合氣體。要注意，用於形成側壁612的

侷限於這裏給出的步驟。

然後，如圖15B所示'透過使用電極607和

作爲掩模，將賦予η導電型的雜質元素加入單晶

604。這個步驟是用於形成在單晶半導體層604

區和汲區的雜質區的步驟。在這個步驟中，在採

賈區609 

冒極6 0 7 

1 1。

夂成側壁

F形成絕

§過各向

1在垂直

1的絕緣 

還透過 

用透過

!、氧化

1單層或

!緣膜。

!形成到

用 CHF3

，驟並不

也壁6 1 2

:導體層

ί充當源

I掩模等

I雜質元

12充當

覆蓋單晶半導體層603的同時 > 將賦予η導電型

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04。

在雜質元素的上述添加中，電極607和側壁6

-85-



1450337

掩模；因此，以自對準方式在單晶半導體層604中形成成

對的η型高濃度雜質區614。隨後，去除覆蓋單晶半導體

層603的掩模，然後進行加熱處理以便活化已經加入單晶

半導體層603、賦予ρ導電型的雜質元素以及啓動已經加

入單晶半導體層6 04、賦予η導電型的雜質元素。透過圖

14Α至圖14D '圖15Α和圖15Β所示的一系列步驟‘形成

Ρ通道電晶體617和η通道電晶體618。

爲了減小源區和汲區的電阻，可透過矽化單晶半導體 

層60 3中的高濃度雜質區608以及單晶半導體層604中的

高濃度雜質區614，來形成矽化物層。可透過將金屬放置

成接觸單晶半導體層603、604 -並透過熱處理引起金屬與

單晶半導體層中的矽之間的反應，來進行矽化； 這樣，產

生矽化化合物 。作爲金屬，鉛或鎳是較佳的，或 者可使用

下列的項 （Ti ）、鎬（W ）、鉅（Mo ）、錯 (Zr )、

跆（Ht） （Ta）、飢（V）、釵（Nd）、銘 (Cr )

鉗（Pt） （Pd ）等。在單晶半導體層603和 604薄的

情況下， 矽化反應可在這些區域中進行到單晶半導體層

603 、 604 的底部。作爲矽化的熱處理，可使用電阻加熱爐

:钛

、鉅

、鈿

、RTA設備、微波加熱設備或者雷射照射設備。

然後'如圖15C所示 > 形成絕緣層619以便覆蓋ρ通 

道電晶體617和η通道電晶體618。作爲絕緣層619，形 

成包含氫的絕緣膜。在本實施例模式中'透過 PECVD方

法、使用包括甲矽烷、氨和N2O的源氣體來形成厚度大約 

爲600奈米的氧化氮化矽膜。使絕緣層619包含氫的原因

-86-



1450337

在於，氫可從絕緣層619擴散，使得可端接單 

603和604中的懸空鍵。形成絕緣層619可防 

屬和鹼土金屬等雜質進入P通道電晶體617和 

體618。具體而言，較佳的將氮化矽、氧化氮 

鋁、氧化鋁、氧化矽等用於絕緣層619。

然後'在絕緣層619之上形成絕緣層620

P通道電晶體617和η通道電晶體618。可使

亞胺、丙烯酸、苯並環丁烯、聚醯胺或環氧樹

熱性的有機材料來形成絕緣層620。除了這類

外，還能夠使用低介電常數材料（低k材料）

脂、氧化矽、氮化矽、氧化氮化矽、P S G （磷

）' BPSG （硼磷矽酸鹽玻璃）、氧化鋁等。

可包括氟、烷基團和芳基團以及氫的至少一個

。注意，可透過堆疊由這些材料所形成的多個

形成絕緣層620。絕緣層620可透過CMP方法

注意，矽氧烷樹脂對應於包括使用矽氧烷

起始材料所形成的Si-0-Si鍵的樹脂。矽氧烷 

氟、烷基團和芳基團以及氫的至少一個作爲取代

可根據絕緣層620的材料、透過下列方法不 

一個來形成絕緣層620 : CVD方法、濺射方法、 

、旋塗方法、浸塗方法、噴塗方法、微滴排放右 

墨法、絲網印刷或膠印）、刮刀、輾塗機、幕省 

咅半導體層 

上例如鹼金 

η通道電晶 

匕矽、氮化

，以便覆蓋 

冃例如聚醯 

旨等具有耐 

亍機材料之 

'矽氧烷樹 

7酸鹽玻璃 

7氧烷樹脂 

F爲取代基 

色緣膜，來 

爭使其表面

g材料作爲 

甘脂可包括 

■基。

口部件的任

SOG方法

E （例如噴 

E機、刮刀

式塗層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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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氮氣氛中進行大約40（TC至450

410°C ）的熱處理大約一小時，使得氫從絕緣層

，並且單晶半導體層603、604中的懸空鍵與氫 

意，由於單晶半導體層112具有比透過將非晶矽 

成的多晶矽膜更低的缺陷密度，可在更短時間進 

氫的端接處理。

隨後，如圖16所示，在絕緣層619和絕緣

形成接觸孔，使得單晶半導體層603和604的每 

露。可透過乾蝕刻方法、使用CHF3和He的混合 

成接觸孔；但是'本發明不限於此。然後 > 將導

和622形成爲透過接觸孔與單晶半導體層603和 

。導電層621與ρ通道電晶體617的高濃度雜質

接。導電層622與η通道電晶體618的高濃度雜

連接。

可透過 CVD方法、濺射方法等，形成導電

622。具體而言，可使用鋁（Α1）、鶴（W）、钛 

鉅（Ta ）、鉗（Mo ） '鎳（Ni ）、鉗（Pt ） 、1 

、金（Au ）、銀（Ag ）、鎰（Μη ）、釵（Nd ）

）、矽（Si）等來形成導電層621和622。備選

，可使用包含上述金屬作爲其主要成分的合金或

述金屬的化合物。可採用由上述金屬所形成的膜

多層來形成導電層62 1和622。

包含鋁作爲其主要成分的合金的一個示例是

爲其主要成分並且還包含鎳的合金。另一個示例

° C （例如

619擴散 

端接。注 

膜晶化形 

行這種與

f 620 中

個部分外

氣體來形

電層 6 2 1

604接觸

區6 0 8連

質區614

茅62 1和

（Ti ）、

柯（Cu ）

、碳（C

的方式是 

者包含上 

的單層或

包含鋁作 

是包含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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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其主要成分、並且包含鎳以及碳和矽之一

金。作爲用於形成導電層621和622的材料，

適當的，因爲鋁和鋁矽具有低電阻且便宜。具

透過蝕刻來加工鋁矽（Al-Si）的形狀時，可比石 

多地防止在形成蝕刻掩模中的抗蝕劑烘烤期間 

Al-Si ）膜中產生小丘。代替矽（Si），可按照 

將Cu混合到鋁膜中。

例如，包括阻擋膜、鋁矽（Al-Si ）膜和阻

結構或者包括阻擋膜、鋁矽（Al-Si）膜、氮化

膜的堆疊結構可用於導電層621和622。注意， 

的是使用钛、钛的氮化物、鋁或鋁的氮化物所形 

在將阻擋膜形成爲在其之間夾入鋁矽（Al-Si） 1

有效地防止產生鋁或鋁矽的小丘。另外，在使 

原性的元素钛來形成阻擋膜時，即使在單晶半

和604之上形成薄氧化膜，氧化膜也被阻擋膜

還原'由此可獲得導電層62 1、62 2和單晶半導

604之間合乎需要的接觸。另外 ，還能夠堆疊

。在那種情況下 '例如'導電層 621和622均

結構，其中钛、 氮化钛、鋁矽、 钛和氮化钛從

照該順序堆疊。

對於導電層 621和622，可使用透過化學

法、使用 WF6氣體和SiH4氣體所形成的矽化

的方式是，透過WF6的氫還原而形成的鐺膜可

兩者的合

和鋁矽是

而言，在

鋁膜中更 

在鋁矽（ 

大約 0.5%

膜的堆疊

膜和阻擋

阻擋膜指

成的膜。

時，可更

作爲高還

體層603

包含的钛

:層 603 '

個阻擋膜

具有五層

低層起按

相沈積方

膜。備選

於導電層

621 和 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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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不出ρ通道電晶體617和η通道電晶體618的

俯視圖以及沿俯視圖的線條A-Β所截取的剖視圖。注意， 

在圖16的俯視圖中省略了導電層621和622、絕緣層619 

以及絕緣層6 2 0 °

雖然在本實施例模式中描述了 Ρ通道電晶體617和η

通道電晶體618的每個具有充當閘極的電極607的情況， 

但是，本發明並不侷限於這個結構。按照本發明所製造的

電晶體具有多閘結構，其中提供了多個充當閘極的電極並

且相互電連接。另外，電晶體可具有閘極平面結構。

注意，透過切割單晶半 

體基板中包含的半導體層；

，可以使採用本發明的半導 

的例如臨界値電壓和遷移率 

在本發明的半導體基板所包 

邊界，可抑制因晶粒邊界引 

可實現半導體裝置的功率節 

體裝置。

在從透過雷射結晶所得 

體的情況下，需要考慮雷射 

半導體膜的佈局，以便獲得 

明的半導體基板的情況下，

導體基板來獲得本發明的半導 

因此它的取向沒有改變。因此 

體基板製造的多個電晶體之間 

等電氣特性的變化小。另外， 

含的半導體層中幾乎沒有晶粒 

起的電晶體的洩漏電流，並且 

省。因此可製造極可靠的半導

到的多晶矽半導體膜製造電晶 

光束掃描方向來確定電晶體的 

高遷移率。但是，在使用本發 

無需這種佈局確定，並且在設

計半導體裝置時存在更少限制。

（實施例模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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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使用根據本發明的半導體 

基板的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作爲使用根據本發明的 

半導體基板的半導體裝置的一個示例，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將描述電晶體。透過組合多個電晶體，形成各種類型的半 

導體裝置。將參照圖17A至圖17E、圖18A至圖18C、圖 

19A和圖19B的剖視圖來描述一種用於製造電晶體的方法 

。注意，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用於同時製造η 

通道和ρ通道電晶體。

首先，如圖17Α所示，製備半導體基板。在本實施例 

模式中，使用圖1的半導體基板10。也就是說，使用一種 

半導體基板，其中，將單晶半導體層112隔著緩衝層111 

固定到具有絕緣表面的支持基板100。注意，形成電晶體 

的半導體基板並不侷限於圖1的結構，而是可使用根據本 

發明的半導體基板。

注意，較佳的，根據η通道場效應電晶體或ρ通道場 

效應電晶體的形成區域，將例如硼、鋁或錄等ρ型雜質元 

素或者例如磷或碑等η型雜質元素加入單晶半導體層112 

。換言之，將Ρ型雜質元素加入η通道場效應電晶體的形 

成區域，並將η型雜質元素加入ρ通道場效應電晶體的形 

成區域，由此形成所謂的阱區。雜質離子的劑量可以是大 

約1x10“離子/平方釐米至1x10^離子/平方釐米。另外， 

爲了控制場效應電晶體的臨界値電壓，將ρ型雜質元素或 

η型雜質元素加入這些阱區。

然後，如圖17Β所示，蝕刻單晶半導體層112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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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晶半導體層651和652，它們以島狀相互分離，以便對

應於半導體元件的佈置。在本實施例模式中，採用單晶半

導體層651來形成η通道電晶體，而採用單晶半導體層

6 5 2來形成ρ通道電晶體。

隨後，如圖17C所示，在單晶半導體層651、65 2之 

上依次形成閘極絕緣層653、導電層654和導電層655, 

它們形成閘極電極。

透過 CVD方法、濺射方法、ALE方法等用例如氧化 

矽層、氧氮化矽層、氮化矽層或氧化氮化矽層等絕緣層' 

形成作爲單層結構或疊層結構的閘極絕緣層65 3。

備選的方式是，可按照以下方式來形成閘極絕緣層 

653：對單晶半導體層651和65 2進行電漿處理，以便氧 

化或氮化其表面。這種情況下的電漿處理還包括使用微波 

（典型頻率爲2.45 GHz）所激發的電漿的處理。例如，電 

漿處理包括採用透過微波來激發並且電子密度爲 

1 X 1 01 '/cm3 至 1x10 门/cm?、電子溫度爲 0.5 eV 至 1.5 eV 

的電漿進行的處理。採用這種電漿處理對單晶半導體層

651和65 2的表面進行氧化處理或氮化處理使得能夠形成

既薄且密的膜。此外，直接氧化單晶半導體層651和652

的表面；因此可獲得具有良好介面特性的薄膜。還備選的

方式是，可透過對於透過CVD方法、濺射方法或 ALE方

法所形成的薄膜使用微波進行電漿處理，來形成閘極絕緣

層 6 5 3。

注意，閘極絕緣層65 3形成與單晶半導體層65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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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2的介面；因此，較佳的形成閘極絕緣層653，使得氧

化矽層或氧氮化矽層位於介面上。這是因爲，如果形成其

中氮量高於氧量的薄膜、如氮化矽層或氧化氮化矽層，則

由於陷阱能級的產生而會在介面特性上出問題。

透過 CVD方法或濺射方法、採用從下列各項中選取

的元素的膜的單層膜或疊層膜，來形成構成閘極電極的導 

電層：鉅、鴿、钛、鉗、鋁、銅、銘、鋸等、包含該元素

作爲其主要成分的合金材料或化合物材料或者由採用例如

磷等雜質元素進行摻雜的多晶矽所代表的半導體材料。在 

作爲疊層膜來形成導電層時 > 可使用不同的導電材料或者 

使用相同的導電材料來形成。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 描述一 

個示例，其中採用包括導電層654和導電層655的兩層結 

構來形成構成閘極電極的導電層。

如果用於構成閘極電極的導電層具有導電層654和導 

電層65 5的兩層結構'則可採用例如氮化鉅層和鎬層、氮

化錦層和錦層或者氮化鉗層和鉗層的疊層膜來形成導電層

。注意，氮化鉅層和鴿層的疊層膜是較佳的，因爲可獲得 

兩層之間的蝕刻的高選擇性。注意，較佳的是 > 在閘極絕 

緣層65 3之上形成舉例說明的兩層膜的第一所述膜。在本 

實施例模式中，形成厚度從20奈米至100奈米的導電層

654。形成厚度爲100奈米至400奈米的導電層655。閘極

電極還可具有三層以上層的堆疊結構；在那種情況下■較 

佳的採用鋁層、鋁層和鉗層的堆疊結構。

隨後，在導電層65 5之上有選擇地形成抗蝕劑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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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和65 7 ο然後，使用抗蝕劑掩模5 65和65 

一蝕刻處理和第二蝕刻處理。

首先，透過使用抗蝕劑掩模656和657的

理-有選擇地蝕刻導電層654和655，因此，t 

體層6 5 1之上形成導電層6 5 8和導電層6 5 9 >丈 

半導體層652之上形成導電層660和導電層66 

1 7D ）。

隨後，透過使用抗蝕劑掩模65 6和65 7的 

理，蝕刻導電層659和661的尾部'因此形成 

和導電層663 （參見圖17E）。注意，形成導電

663，以便具有比導電層 65 8和660更小的寬建

流子在通道形成區中沿其流動的方向（連接源 

方向）平行的方向的長度）。這樣'形成具有 

和662的兩層結構的閘極電極665以及具有導 

663的兩層結構的閘極電極6 6 6 °

用於第一蝕刻處理和第二蝕刻處理的蝕刻

地選擇。爲了增加蝕刻速率，可使用採用例如

振（ECR）源或電感耦合電漿（ICP）源等高密

的乾蝕刻設備。透過適當控制第一蝕刻處理和須

理的蝕刻條件'可將導電層 65 8、660和導電層

的側面各形成爲預期錐形形狀。在根據需要構丿

665和666之後 > 可去除抗蝕劑掩模656和657

隨後，透過使用電極665和666作爲掩模，

素66 8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5 1和652。導電層（

來進行第

7 一蝕刻處 

三單晶半導 

［且在單晶

1 （參見圖

§二蝕刻處 

事電層662 

層6 6 2和 

二（沿與載 

.和汲區的

；電層 6 5 8

層660禾口

法可適當 

:子迴旋共

度電漿源 

二蝕刻處

662 、 663 

，閘極電極

將雜質元

58 和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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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當掩模；因此，以自對準方式在單晶半導體層

成成對的雜質區669。導電層660和663也充當

此，以自對準方式在單晶半導體層652中形成

區6 7 0 （參見圖1 8 A ） °

作爲雜質元素668，添加例如硼、鋁或錄等 

元素或者例如磷或碑等η型雜質元素。在這裏， 

η通道電晶體的高阻區，添加屬於η型雜質元素

雜質元素668。此外，添加磷，使得它以大約爲

子/立方釐米至5χ1018原子/立方釐米的濃度包含

6 6 9 中。

然後，爲了形成充當η通道電晶體的源區和 

質區，形成抗蝕劑掩模671以便部分覆蓋單晶 

651 >並且形成抗蝕劑掩模672以覆蓋單晶半導儀 

然後，透過使用抗蝕劑掩模671作爲掩模 > 將 

6 73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51，由此在單晶半導體J

形成成對的雜質區675 （參見圖18Β）。

作爲雜質元素673，將作爲η型雜質元素的 

晶半導體層651，使得以5Χ1019原子/立方釐米

原子/立方釐米的濃度來添加磷。雜質區67 5各

或汲區。在沒有與導電層65 8和 662重疊的區域

質區675。

雜質區676是雜質區669中沒有添加雜質元

區域。雜質區676具有比雜質區675更低的雜質

且充當高阻區或LDD區。在單晶半導體層651

651中形

掩模；因 

，對的雜質

Ρ型雜質

爲了形成

的磷作爲

1 χ 1 0 17 原

在雜質區

汲區的雜

半導體層 

基層652°

雜質元素

層 6 5 1中

磷加入單 

至 5 χ 1 Ο20

充當源區

中形成雜

素673的

濃度，並

的與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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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658和662重疊的區域中，形成通道形成區677。

注意，LDD區表示以低濃度加入了雜質元素並且在通 

道形成區與透過以高濃度加入雜質元素所形成的源區或汲 

區之間形成的區域。在提供 LDD區時-存在的有利效果 

在於，減小汲區附近的電場以防止由於熱載流子注入引起 

的劣化。另外，也可使用 LDD區與閘極電極重疊、它們

之間隔著閘極絕緣層的結構（又稱作“閘極-汲極重疊LDD

(GOLD )結構”) ，以防止由於熱載流子引起的導通電流

値的減小。

隨後，在去除抗蝕劑掩模671和672之後，形成抗蝕 

劑掩模679以覆蓋單晶半導體層651，以形成ρ通道電晶 

體的源區和汲區。然後，透過使用抗蝕劑掩模679和導電 

層660、663作爲掩模來添加雜質元素68 0 >由此在單晶半 

導體層65 2中形成成對的雜質區681、成對的雜質區682 

和通道形成區6 83 （參見圖18C ）。

作爲雜質元素680，使用例如硼、鋁或錄等ρ型雜質

元素。這裏，添加作爲P型雜質元素的硼，以包含大約

1 X1O20原子/立方釐米至5X1021原子/立方釐米的濃度的硼

在單晶半導體層652中，雜質區681各在沒有與導電 

層660和663重疊的區域中形成 > 並且各充當源區或汲區 

。雜質區670具有η導電型，因此，將雜質元素673加入 

單晶半導體層652，使得雜質區681具有ρ導電型。在這 

裏，將作爲Ρ型雜質元素的硼加入雜質區681，以包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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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X1O20原子/立方釐米至5X1021原子/立

硼。

在與導電層660重疊但沒有與導電層

中形成雜質區682 ＞並且透過經由導電層

6 8 0加入單晶半導體層652來形成雜質區

過控制雜質區6 82中包含的雜質元素673

雜質區682充當源區或汲區或者充當LDD

在單晶半導體層65 2的與導電層660

域中，形成通道形成區683。

隨後形成層間絕緣層。層間絕緣層可 

疊層結構來形成；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層 

層6 8 4和絕緣層6 8 5的兩層堆疊膜來形成

作爲層間絕緣層，可透過CVD方法

成氧化矽膜、氧氮化矽膜、氮化矽層、氧

另外，還可透過例如旋塗方法等應用方法

亞胺、聚醯胺、聚乙烯苯酚、苯並環丁烯

環氧樹脂等有機材料 ' 例如矽氧烷樹脂'

烷材料等，來形成層間絕緣膜。大家要注 

是包括Si-O-S i鍵的材料。矽氧烷具有透 

和氧（O）所形成的骨架結構。作爲取代 

括氫的有機基團（例如烷基或芳基）。此

在有機基中。至少包含氫的有機基和氟基

方釐米的濃度的

663重疊的區域

660將雜質元素

6 82。另外，透 

的濃度，可使各 

區。

和663重疊的區 

作爲單層結構或 

間絕緣層由絕緣

（參見圖1 9A ）

或濺射方法來形 

化氮化矽膜等。

，使用例如聚醯 

、丙烯酸樹脂或 

噁哩樹脂等矽氧 

意，矽氧烷材料 

過接合矽（Si） 

基，使用至少包 

外，氟基可包含 

也可用作取代基 

敏聚苯並噁哩是。噁哩樹脂例如是光敏聚苯並噁嗖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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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材料，它具有低介電常數（室溫下在1 MHz處介電常

數爲2.9 ）、高耐熱性（按照熱重差熱分析（TG-DTA）-

以5。"分鐘的溫度增加速率，熱分解溫度爲55O°C ）以及

低吸水百分比（室溫下，24小時爲0.3% ）。噁啤樹脂具

有比聚醯亞胺等（大約爲3.2至3.4）更低的比介電常數

（大約爲2.9 ）；因此，在使用噁哩樹脂時，可抑制寄生 

電容的產生，並且半導體裝置的高速運行是可行的。

例如，將氧化氮化矽層形成到100奈米的厚度作爲絕 

緣層6 84，並將氧氮化矽層形成到900奈米的厚度作爲絕 

緣層6 8 5 ο透過電漿CVD方法連續形成絕緣層684和685 

。注意，層間絕緣層還可具有包括三層以上層的堆疊結構 

。備選的方式是，層間絕緣層可具有氧化矽層、氧氮化矽 

層或氮化矽層以及使用例如聚醯亞胺、聚醯胺、聚乙烯苯 

酚、苯並環丁烯、丙烯酸樹脂或環氧樹脂等有機材料、例 

如矽氧烷樹脂、噁哩樹脂等矽氧烷材料所形成的絕緣層的

隨後，在層間絕緣層（在本實施例模式中爲絕緣層

6 84和6 8 5 ）中形成接觸孔，並且在接觸孔中形成各充當

源極電極或汲極電極的導電層686 （參見圖19Β ）。

在絕緣層684和68 5中有選擇地形成接觸孔，以便延

伸到在單晶半導體層651中形成的雜質區675以及在單晶 

元素或者包含多個上述元素的合金的單層膜或疊層膜 > 來

半導體層652中形成的雜質區681。

可使用從鋁、錦、钛、鉅、鉗、鎳和鉉中選取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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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導電層686。例如，可使用包含钛的鋁合金、包含釵

的鋁合金等，來形成使用包含多個上述元素的合金所形成

的導電層。如果導電層686各使用疊層膜來形成，則可採

用例如將上述鋁層或鋁合金層夾入钛層之間的結構。

如圖19B所示，可使用半導體基板10來製造η通道 

電晶體和Ρ通道電晶體。

（實施例模式7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使用根據本發明的半導體 

基板的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透過組合多個電晶體， 

形成各種類型的半導體裝置。作爲使用半導體基板10來 

製造半導體裝置的方法的一個示例，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將參照圖20Α至20Ε來描述一種用於製造電晶體的方法。 

注意，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描述一種用於同時製造η通

道和ρ通道電晶體。

如圖2 0 Α所示 製備在支持基板100之上形成緩衝層

1 1 1和單晶半導體層 112的半導體基板。雖然在本實施例

模式中描述了具有圖1所示結構的半導體基板10用作半 

導體基板的一個示例，但是，也可使用具有本說明書中所 

述的另一種結構的半導體基板。緩衝層111可具有單層結 

構或多層結構，並且可具有例如包括充當阻擋層的第一絕 

照η通道場效應電晶體（以下稱作nFET）和ρ通道場效

緣層113b的三層結構。

單晶半導體層112具有雜質區（通道摻雜區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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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電晶體（以下稱作pFET）的形成區域，對該雜質區域

添加將例如硼、鋁或錄等P型雜質元素或者例如磷或碑等

η型雜質。在這裏，在待形成pFET的區域中形成η型雜

質區域801，而在待形成nFET的區域中形成ρ型雜質區

域8 02。然後，在單晶半導體基板112之上形成具有開口

的保護層804。

使用保護層8 04作爲掩模來進行蝕刻，以便去除單晶

半導體層112的外露部分以及在其下方的、緩衝層 1 1 1的

一部分。然後，使用有機矽烷作爲源氣體、透過 PECVD

方法來沈積氧化矽膜。將氧化矽膜沈積到足夠厚， 以便塡

充去除了單晶半導體層112和緩衝層111的部分。 隨後，

在透過抛光去除了疊加在單晶半導體層112之上的氧化矽 

膜的一部分之後，去除保護層8 04 -由此留下元件隔離絕

緣層803。元件隔離絕緣層803將單晶半導體層112 分爲

元件區805 和元件區8 06 （參見圖20Β ）。

隨後， 在單晶半導體層112之上形成第一絕緣膜 ，並

且在第一絕 緣膜之上構成閘極電極層808a和8 0 8 b ° 然後

，使用閘極 電極層8 08a和808b作爲掩模來蝕刻第一絕緣

膜，以便形 成閘極絕緣層8 07a和807b。

可採用 氧化矽膜或者氧化矽膜和氮化矽膜的堆疊結構

來形成閘極絕緣層8 07a和8 07b。氧氮化矽膜、氧化氮化

過採用PECVD方法或低壓CVD方法沈積絕緣膜來形成，

或者可透過採用電漿處理進行固相氧化或固相氮化來形成

矽膜等可用作閘極絕緣層。閘極絕緣層807a和807b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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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爲透過採用電漿處理來氧化或氮化半導體層所形

成的閘極絕緣層是密集的，具有高介電強度，並且具有優

良的可靠性。例如，將一氧化二氮（N2O）與Ar以一比三

（流量）進行稀釋，並引入反應室。透過10 Pa至30 Pa

的壓力'將3 kW至5 kW的微波（2.45 GHz）電力施加到

N2O和 Ar的混合氣體，因而將其激發。因此，單晶半導

體層112的表面（元件區 805和806 ）被氧化或氮化。透

過這種處理，形成厚度爲1奈米至10奈米（較佳的爲2

奈米至6奈米）的絕緣膜。另外，將一氧化二氮（gO ）

和矽烷（SiHQ引入反應室，在10 Pa至30 Pa的壓力下

' 對其施加3 kW至5 kW的微波（2.45 GHz ）電力。因此，

- 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作爲閘極絕緣層的氧氮化矽膜。

. 透過組合固相反應和汽相沈積的反應，可形成具有低介面 

狀態密度和優良的介電強度的閘極絕緣層。

對於閘極絕緣層8 0 7a和807b -可使用例如二氧化鈴

. 、氧化跆、二氧化钛或五氧化二鉅等高介電常數材料。透

過將高介電常數材料用於閘極絕緣層807a和807b，可減 

小閘極洩漏電流。

可透過濺射方法、汽化方法、CVD方法等，來構成閘

極電極層 808a和 808b。可使用從鉅（Ta）、鴿（W）、 

钛（Ti）、鉗（Mo ）、鋁（Al）、銅（Cu ）、銘（Cr ） 

和釵（Nd）中選取的金屬或者包含該金屬作爲其主要成分 

的合金材料或化合材料的薄膜來構成閘極電極層8 08a和

80 8b。另外，可使用由採用例如磷等雜質元素進行摻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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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矽膜所代表的半導體膜或者使用AgPdC u合金來構成

閘極電極層808a和8 08b。在這裏，使用包含雜質元素的

多晶矽膜來構成閘極電極層808a和808b。

隨後，形成第二絕緣膜 810以覆蓋閘極電極層808a

和808b。然後'構成閘極電極層8 08 a的側壁的側壁絕緣

層816a、816b以及構成閘極電極層808b的側壁的側壁絕

緣層817a、817b被形成。pFET中包含的側壁絕緣層816a

和 816b的寬度大於nFET中包含的側壁絕緣層 817a和

8 17b。然後，將碑（As ）等加入待形成 nFET的區域，由

此形成各具有淺結深度的第一雜質區820a和820b。另一 

方面，將硼（B）等加入待形成pFET的區域，由此形成 

各具有淺接面深度的第二雜質區 815a和 815b （參見圖

20C ）。

隨後，部分蝕刻第二絕緣膜810，以便露出第一雜質

區 820a和 820b、第二雜質區 8 15a和 8 15b、閘極電極層

8 0 8a和 8 08b的頂面。此後，採用 As等來摻雜待形成

nFET的區域，以便形成各具有深接面深度的第三雜質區

819a和819b，並且採用B等來摻雜待形成pFET的區域，

以便形成各具有深結深度的第四雜質區域824a和824b。

隨後，進行用於活化的熱處理。然後，形成鉛膜作爲用於 

形成矽化物的金屬膜。然後，對於與姑膜接觸的部分中的 

矽化物矽（silicide silicon ）來進行例如 RT A等熱處理（

5 00°C > 1分鐘），由此形成矽化物 822a、822b、823 a和 

823b。此外，透過鉛膜和形成這些層的多晶矽膜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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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閘極電極層808a和80 8b之上形成矽化物8 18a和8 18b

。此後，有選擇地去除姑膜。隨後，在比用於矽化的熱處

理更高的溫度進行熱處理，以便減小矽化物部分的電阻（

參見圖20D ）。在元件區805和806，分別形成通道形成

區 826 和 821。

隨後形成層間絕緣層82 7，並且透過使用抗蝕劑掩模

，在層間絕緣層82 7中形成延伸到具有深接面深度的第三

雜質區 819a、819b以及具有深接面深度的第四雜質區

824a、824b的接觸孔（開口）。根據待使用材料之間的蝕

刻的選擇性，可一次或多個進行蝕刻。

可根據層間絕緣層827的材料，適當地設置蝕刻方法

及其條件。可適當地使用濕蝕刻或乾蝕刻或者它們兩者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使用乾蝕刻。可從 CI2、BC13 ' SiCl4 

或CC14所代表的氯基氣體、由CF4、SF6或NF3所代表的

氟基氣體以及 。2中適當地選擇蝕刻氣體。此外，可將稀

. 有氣體加入待使用的蝕刻氣體。作爲待添加的稀有氣體元

素，可使用從 H3、Ne、Ar、Kr和 Xe中選取的一個或多

個元素。氫氟酸基溶液、例如氟化氫鞍和氟化鍰的混合溶

液可用作濕蝕刻的蝕刻劑。

形成導電膜以覆蓋接觸孔，並且蝕刻導電膜，以便形

成與源區和汲區的部分連接的佈線層 840a、840b、840c

和840d。這些佈線層840a、840b、840c和840d的每個還

充當源極電極層或汲極電極層。可按照以下方式來形成佈

線層840a、840b、840c和840d :導電膜透過PV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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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方法、汽化方法等來形成，然後透過使用掩模被蝕刻

成預期形狀。備選的方式是，可透過使用微滴排放法、印

刷法、電鍍方法等，在預定位置中將導電層選擇性地形成

預期形狀來形成它們。還可使用軟熔法或鑲嵌法。可使用

例女 口 Ag ' Au ' Cu ' N i ' Pt ' P d ' Ir、Rh、W ' A1 ' T a '

Μ o ' C d ' Zn ' F e ' Ti、Zr或Ba等金屬或者其合金或氮化

物來形成佈線層。佈線層均可具有單層結構或疊層結構。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佈線層 840a、840b、840c和 

840d作爲嵌入佈線層來形成，以便塡充層間絕緣層827中 

形成的接觸孔。透過形成具有足夠厚度以塡充接觸孔的導 

電膜，並且透過去除導電膜的不必要部分，使得留下導電

膜僅保留在接觸孔部分，來形成作爲嵌入佈線層的佈線層

840a、 840b、 840c 和 840d。

在嵌入的佈線層 840a ' 840b、 840c、 840d 之上形成

絕緣層 82 8以及充當導線佈線層的佈線層 841a、841b、

透過上述步驟，可使用接合到支持基板100的單晶半

導體層112的元件區806來形成η通道場效應電晶體832 

，並且可類似地使用元件區8 05來形成ρ通道場效應電晶 

體831 （參見圖20Ε）。注意，在本實施例模式中，η通 

道場效應電晶體832和ρ通道場效應電晶體831透過佈線 

層841b相互電連接°

雖然在實施例模式5至7中描述了 ρ通道電晶體和η 

通道電晶體的每個具有充當閘極的單個電極的情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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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並不侷限於這些結構。按照本發明所製造的電晶

體具有多閘結構，其中提供了充當閘極的多個電極並且相

互電連接。例如，電晶體可具有其中形成兩個通道形成區

的雙閘結構或者其中形成三個通道形成.區的三閘結構。另

外，電晶體可具有閘極平面結構。

注意，透過切割單晶半導體基板來獲得本發明的半導 

體基板中包含的半導體層；因此它的取向沒有改變。因此 

. ，如實施例模式5至7中所述，可以使採用本發明的半導

體基板所製造的多個之間的例如臨界値電壓和遷移率等電 

氣特性的變化很小。另外，幾乎不存在晶粒邊界，可抑制

~ 因晶粒邊界引起的電晶體的洩漏電流，並且可實現半導體

~ 裝置的功率節省。因此可製造極可靠的半導體裝置。

. 在從透過雷射晶化所得到的多晶矽半導體膜製造電晶

體的情況下'需要考慮雷射光束掃描方向來確定電晶體的 

半導體膜的佈局，以便獲得高遷移率。但是，在使用本發 

. 明的半導體基板的情況下，無需這種佈局確定，並且在設 

計實施例模式5至7等半導體裝置時存在更少限制。

如實施例模式5至7中所述，可在半導體基板中同時 

形成η通道和ρ通道電晶體。因此，可使用這些電晶體來 

形成各種電路。例如，可透過η通道電晶體和ρ通道電晶 

體的補充組合'來形成具有CMOS結構的電路。

在具有CMOS結構的這個電路之上進一步堆疊佈線、

元件時，可製造各種半導體裝置、如微處理器。注意，微

處理器具有算術邏輯單元（又稱作ALU） 、ALU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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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解碼器、中斷控制器、時序控制器、暫存器、暫存器

控制器、匯流排介面（匯流排I/F ）、唯讀記憶體和記憶

體介面（ROM I/F ）。

當採用包括CMOS結構的積體電路來形成微處理器時 

，不僅可實現處理速度的提高，而且可實現功耗的降低。

透過組合使用根據本發明的半導體基板來製造的多個 

電晶體，可製造各種半導體裝置。下面在實施例模式8至 

1 1中，將描述具有包括電晶體、電容器等的電路的半導體 

裝置。

（實施例模式8 ）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微處理器作爲半導體裝置的一

. 個示例來描述。圖21是示出微處理器2000的結構的一個 

示例的方塊圖。

微處理器2000具有算術邏輯單元（又稱作 ALU ）

. 2001、ALU控制器2002、指令解碼器2003、中斷控制器

2004、時序控制器 2005、暫存器 2006、暫存器控制器 

2007、匯流排介面（匯流排I/F） 2008、唯讀記憶體2009 

和ROM介面2010»

透過匯流排介面2008輸入到微處理器2000的指令被

輸入到指令解碼器2003，在其中被解碼，然後被輸入到

ALU控制器2002、中斷控制器2004、暫存器控制器2007

和時序控制器2005。ALU控制器2002、中斷控制器2004

、暫存器控制器2 007和時序控制器2005根據解碼指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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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種控制。

ALU控制器2002產生用於控制 ALU 200 1的操作的 

信號。中斷控制器2004是在微處理器2000正執行程式時 

處理來自外部輸入/輸出裝置或週邊電路的中斷請求的電 

路，並且中斷控制器2004根據其優先順序或遮罩狀態來 

處理中斷請求。暫存器控制器2007產生暫存器2006的位 

址，以及按照微處理器2000的狀態從暫存器2006中讀取

資料並向暫存器2006寫入資料。時序控制器2005產生用

於控制 ALU 2001、ALU控制器2002、指令解碼器2003、

中斷控制器2004和暫存器控制器2007的操作的時序的信

號。例如，時序控制器2005配備了用於根據參考時鐘信

號CLK 1來產生內部時鐘信號（CLK2）的內部時鐘發生器

。如圖21所示，將內部時鐘信號 CLK2輸入到其他電路

（實施例模式9 ）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描述具有計算功能以及用於無接 

觸資料傳輸和接收的功能的半導體裝置的一個示例。圖22 

是示出這樣一種半導體裝置的結構的一個示例的方塊圖。 

圖22所示的半導體裝置2020充當算術處理單元，它進行 

運行以便透過無線通信向外部裝置發送信號並從外部裝置 

接收信號。

如圖22所示，半導體裝置2020具有類比電路部分

2021、數位電路部分2022、天線2023和電容器部分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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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電路部分202 1具有帶諧振電容器的諧振電路203 1

、恆壓電路2032、整流器電路2033、解調器電路2034、 

調制器電路2035、重置電路2036、振盪器電路2 03 7和電

源控制電路2038。數位電路部分2022具有RF介面204 1

、控制暫存器2042 '時鐘控制器2043、CPU介面2044、 

中央處理單元（CPU ） 2045、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 

2046和唯讀記憶體（ROM） 2047。

半導體裝置 2020的運行大致如下所述。諧振電路

203 1根據天線2023所接收的信號來產生感應電動勢。感

應電動勢透過整流器電路203 3儲存在電容器部分2024。

較佳的使用例如陶瓷電容器或雙電層電容器來形成這個電

容器部分2024 ο電容器部分2024不需要與半導體裝置

2020中包含的基板整合，並且還可作爲獨立元件結合在半 

導體裝置2020中。

重置電路203 6產生用於重置和初始化數位電路部分

. 2022的信號。例如'重置電路203 6產生在電源電壓上升

之後以延遲上升的信號，作爲重置信號。振盪器電路203 7

回應恆壓電路2032所產生的控制信號而改變時鐘信號的

頻率和占空比。解調器電路2034是對接收信號進行解調 

的電路，而調制器電路203 5是調制待發送資料的電路。

例如，解調器電路2034使用低通濾波器來形成，並 

根據其幅度使所接收的幅度調制（ASK ）信號二進位化。 

爲了改變幅度調制（ASK）傳輸信號的幅度並發送該信號

'調制器電路2 03 5透過改變諧振電路203 1的諧振點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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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信信號的幅度。

時鐘控制器2043按照電源電壓或者中央處理器 

的消耗電流來產生用於改變時鐘信號的頻率和占空日 

制信號。電源電壓由電源控制電路203 8進行管理。

從天線2023到半導體裝置2020的信號輸入由僅 

電路2034進行解調 > 然後由RF介面2041分解爲招 

令、資料等。控制命令儲存在控制暫存器2042中。 

命令包括讀取唯讀記憶體 2047中儲存的資料、將賢 

入隨機存取記憶體2046、將算術指令寫入中央處 

2045 等。

中央處理器2045經由CPU介面204來存取唯寵 

體2047、隨機存取記憶體2046和控制暫存器2042 

介面2044具有根據中央處理器2045請求的位址來合 

讀記憶體2047、隨機存取記憶體2046和控制暫存器

的任一個的存取信號的功能。

作爲中央處理器2045的算術方法，可使用一

，其中唯讀記憶體2047儲存作業系統（OS ），並

在開始操作時被讀取和執行。備選的方式是，可使 

方法，其中提供了專用算術電路，並使用硬體來進 

處理。在既使用硬體又使用軟體的方法中，處理的 

專用算術電路來進行，而算術處理的其他部分由中 

器2045使用程式來進行。

2045

的控

調器

制命 

控制 

料寫 

理器

記憶

CPU 

成唯 

2042

方法 

程式 

一種 

算術 

分由 

處理

（實施例模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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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顯示裝置作爲半導體裝置的結

構的一個示例來描述。

首先，參照圖23至圖25來描述本實施例模式的顯示 

裝置的結構。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將主動矩陣顯示裝置描 

述爲顯示裝置。

圖23是示出本實施例模式的主動矩陣顯示裝置的結

構的一個示例的方塊圖。本實施例模式的主動矩陣顯示裝

置具有像素部分2100、信號線驅動器電路2101、掃描線

驅動器電路2102、與信號線驅動器電路2101連接的多個

信號線2103以及與掃描線驅動器電路2102連接的多個掃 

描線2104 。

' 多個信號線2103以行方向來設置，而多個掃描線

2104以列方向來設置，以與信號線2103相交叉。在像素

部分2100中，多個像素2105以與信號線2103和掃描線

2104所形成的網格對應的網格來設置。像素2105與信號

. 線2103和掃描線2104連接。像素2105各包括開關元件

和顯示元件。開關元件根據輸入到掃描線2104的信號來

控制是否選擇該像素。根據從信號線2103輸入的視頻信

號來控制顯示元件的灰度級。

2112。開關電晶體2111的閘極與掃描線2104連接；電晶

參照圖24和圖25來描述像素2105的結構的示例。

圖24示出當本發明應用於主動矩陣液晶顯示裝置時的像

素2105的結構的一個示例。像素2105具有作爲開關元件

的開關電晶體2111，並且具有作爲顯示元件的液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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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源極和汲極之一與信號線2103連接；而其中的另一

個與液晶元件2112連接。

液晶元件2112包括像素電極、相對電極和液晶。採 

用施加在像素電極與相對電極之間的電場來控制液晶的取 

向。液晶封裝在主動矩陣液晶顯示裝置的兩個基板之間。

儲存電容器2113是用於保持液晶元件2112的像素電極的

電位的元件，並且與液晶元件2112的像素電極連接。

圖25示出當本發明應用於主動矩陣電致發光顯示裝

置時的像素2105的結構的一個示例。像素2105具有作爲

開關元件的選擇電晶體2121 -並且具有作爲顯示元件的發 

光元件2122。此外，像素2105具有顯示控制電晶體2123

'它的閘極與選擇電晶體2121連接。發光元件2122具有 

電極對以及插在該電極對之間的發光材料。

隨後，描述使用本發明的半導體基板來製造顯示裝置

的電路佈局方法。圖26是簡圖，示出透過實施例模式1 （

• 參見圖2）的製造方法來製造的半導體基板20的主要部分

。各包含在顯示裝置中的多個基板可由半導體基板20來

製造。圖26示出用於由一個單晶半導體層112來製造一

個顯示裝置的電路佈局示例。在每個單晶半導體層112中

＞形成一個顯示面板形成區域2129。顯示裝置具有像素部

分2100、信號線驅動器電路2101和掃描線驅動器電路

2102。因此，各顯示面板形成區域2129具有形成它們（

像素形成區域2130、信號線驅動器電路形成區域2131和

掃描線驅動器電路形成區域2132 ）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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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個單晶半導體層112可提供有多個顯示面板

形成區域2129。此外，用於製造顯示裝置的半導體基板並

不侷限於半導體基板20，而是還可使用本發明的另外的半

導體基板。

圖27A和圖27B是示出液晶顯示裝置的結構的一個示

例的簡圖。圖27A示出液晶顯示裝置的像素的平面圖，而

圖27B示出沿截線J-K的圖27A的簡圖的截面視圖。如圖

27A所示，像素包括：半導體層 220 1 ；穿過半導體層

220 1的掃描線2202 ；穿過掃描線2202的信號線2203 ；像

素電極2204 ；以及電連接像素電極2204和半導體層220 1

的電極2205 ο半導體層220 1是由接合到SOI基板的半導

體層2201所形成的層，並且形成像素的電晶體2206 ο

如圖 2 7 Β所不'第二絕緣層114、包括第一絕緣層

113b和第一絕緣層113a的第一絕緣層113以及半導體層

220 1堆疊在基板2200之上。透過劃分支持基板100來獲

• 得基板2200 -半導體層220 1是透過經由蝕刻的單晶半導 

體層112的元件隔離所形成的層。在半導體層220 1中，

形成通道形成區域2210和η型高濃度雜質區2211。電晶

體2206的閘極電極2212包含在掃描線2202中。電晶體

2206的源極電極和汲極電極其中之一包含在信號線2203

緣層2213和掃描線2202 °在層間絕緣膜22 14之上，提供

中，而另一個由電極2205來形成。在半導體層220 1與閘

極電極22 1 2之間，形成閘極絕緣層2213。

形成層間絕緣膜2214以覆蓋半導體層220 1、閘極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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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線2203、像素電極2204和電極2205。此外 > 在層間

絕緣膜 2214之上，形成柱形隔離件2215。形成取向膜

2216以覆蓋信號線2203、像素電極2204、電極2205和柱 

形隔離件 2215。在相對基板2220之上，形成相對電極

222 1以及覆蓋相對電極222 1的取向膜2222。形成柱形隔

離件2215 >以保持基板2200與相對基板2220之間的空間

。在柱形隔離件2215所形成的空間中，形成液晶層2223

。在信號線2203和電極2205與高濃度雜質區2211的連

接部分，由於因形成接觸孔而在層間絕緣膜2214中形成

的步階，這些連接部分的液晶層2223中的液晶的取向容

易變得無序。因此，在這些連接部分形成的柱形隔離件

2215可防止液晶取向的無序。

接著，描述電致發光顯示裝置（以下稱作“EL顯示裝

置”）。圖28A和圖28B是用於說明透過實施例模式3的 

方法來製造的EL顯示裝置的簡圖。圖28A示出EL顯示 

• 裝置的像素的平面圖，而圖28B示出該像素的截面視圖。

如圖28A所示，像素包括在基板2400之上形成的選擇電

晶體240 1、顯示控制電晶體2402、掃描線2403、信號線

2404、電流供應線2405和像素電極2406。各像素提供有 

發光元件，它具有在電極對之間插入了包含電致發光材料 

的層（EL層）的結構。發光元件的電極之一是像素電極

2406。

選擇電晶體240 1包括從單晶半導體層112所形成的

半導體層2408。在選擇電晶體240 1中，閘極電極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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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線2403中，兩個電極中充當源極電極和汲極電極的

電極包含在信號線2404中，而另一電極則作爲電極2409

來形成。在顯示控制電晶體2402中 > 閘極電極2410與電 

極2409電連接，以及充當源極電極和汲極電極的兩個電 

極之一作爲與像素電極2406電連接的電極2411來形成， 

而另一個包含在電流供應線2405中。

顯示控制電晶體2402是ρ通道電晶體，並且包括從

單晶半導體層112所形成的半導體層2412。如圖28B所

示，在半導體層2412中，形成通道形成區域2413和ρ型

高濃度雜質區2414。半導體層2412與閘極電極2410之間

的絕緣層2415形成選擇電晶體240 1和顯示控制電晶體

2402的閘極絕緣層。

形成層間絕緣膜2417，以便覆蓋半導體層2408和

2411、掃描線2403以及顯示控制電晶體2402的閘極電極

2410。在層間絕緣膜24 1 7之上，形成信號線2404、電流

• 供應線2405、電極2409和2411等。此外，在層間絕緣膜

2417之上，形成與電極2411電連接的像素電極2406。像

素電極2406的周圍部分由絕緣分割層2418圍繞。在像素 

電極2406之上形成EL層2419 >並且在EL層2419之上 

形成相對電極2420。相對基板242 1作爲加固板來提供， 

並用樹脂層2422將相對基板242 1固定於基板2400。基板 

2400對應於支持基板100。

像素電極2406、EL層2419和相對電極2420構成發 

光元件2122的一部分（參見圖25）。像素電極2406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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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極2420其中之一充當陽極，而另一個則充當陰極。

按照如何提取發光元件的發光，將 EL顯示裝置分爲三種 

結構：（1）透過基板2400來提取來自發光元件的光線的 

結構（又稱作底部發射結構），（2）從與支持基板100 

側相對的一側發出光的結構（又稱作頂部發射結構），以 

及（3）透過基板2400發出光以及從與基板2400相對的 

一側發出光（又稱作雙發射結構）。本實施例模式的 EL 

. 顯示裝置可具有這三種結構的任一種。

在底部發射結構的情況下，較佳的是，像素電極2406

是透光電極'而相對電極 2 4 2 0是反射電極。另一方面'

在頂部發射結構的情況下，較佳的是，像素電極2406是

' 反射電極，而相對電極2420是透光電極。在雙發射結構 

的情況下，較佳的是，像素電極2406和相對電極2420的 

每個是透光電極。

可透過使用例如鉅、S、钛、鉗、鋁、路或銀等金屬 

• 元素或者包含上述金屬元素的合金材料或化合物材料等的 

反光導電材料，來形成作爲反射電極的像素電極2406和 

相對電極2420的每個。

可透過使用例如氧化錮錫（ITO ）、氧化鋅（ZnO ）

、氧化錮鋅（IZO ）或者添加了錄的氧化鋅（GZO ）等透

光導電材料-來形成作爲透光電極的像素電極2406和相

對電極 2420的每個。還可透過將上述反光導電材料的薄

膜形成爲數奈米至數十奈米的厚度，來形成透光電極。在

將上述反光導電材料的薄膜形成爲具有這樣一種小厚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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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薄膜可透射可見光。

可使用包含導電高分子化合物（又稱作導電聚合物） 

的導電合成物來形成透光電極。較佳的是，使用導電合成 

物所形成的電極具有1 0000歐姆/平方或更小的薄層電阻 

以及在波長5 5 0奈米處具有70%的透光率。此外 > 較佳的 

是，導電合成物中包含的導電高分子化合物具有0.1歐姆

•釐米或更小的電阻。

作爲導電高分子化合物，可使用所謂的π電子共軌導 

電高分子化合物。實例包括：聚苯胺及其衍生物；聚毗咯 

及其衍生物；聚曝吩及其衍生物；兩種以上種那些材料的

共聚物；等等。

共軌導電高分子化合物的具體示例如下所示：共範導

電高分子化合物的具體示例如下所示：聚毗咯；聚（3 -甲 

基毗咯）；聚（3 - 丁基毗咯）；聚（3 -辛基毗咯）；聚（

3一癸基毗咯）；聚（3-二甲基毗咯）（poly （ 3- 

dimethylpyrrole ））;聚（3,4 -二 丁基毗咯）；聚（3 -幾 

基毗咯）；聚（3-甲基-4-輕基毗咯）；聚（3-甲氧基毗咯

）；聚（3 -乙氧基毗咯）；聚（3 -辛氧基毗咯）；聚（3- 

按基毗咯）；聚（3-甲基-4 -幾基毗咯）；聚（N-甲基毗咯 

）；聚嗟吩；聚（3-甲基嚏吩）；聚（3 -丁基囈吩）；聚 

（3-辛基囉吩）；聚（3-癸基嚷吩）；聚（3-十二烷基嘍 

吩）；聚（3-甲氧基嚎吩）；聚（3-乙氧基嗟吩）；聚（ 

3-辛氧基嚎吩）；聚（3-按基嗟吩）；聚（3-甲基-4-竣基 

嗟吩）；聚（3,4-亞乙二氧基嗟吩）；聚苯胺；聚（2-甲

-116-



1450337

基苯胺）；聚（2-辛基苯胺）；聚（2-異丁基苯胺）；聚

（3-異丁基苯胺）；聚（2-苯胺磺酸）；聚（3-苯胺磺酸

）；等等。

可以單獨使用上述導電高分子化合物中的任一種作爲

導電合成物來形成透光電極。另外，可將有機樹脂加入上 

述導電高分子化合物的任一個，以調整由導電合成物所形

成的透光電極的膜特性、如膜品質或膜強度。

可使用的有機樹脂的示例包括熱固性樹脂、熱塑性樹

脂、可光致固化樹脂等，它們的每個與導電高分子化合物

可相容或者可混合或份散到其中。這類樹脂的示例包括：

聚酯基樹脂，例如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對苯二甲酸

丁二醇酯和聚蔡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醯亞胺基樹脂，例如

聚醯亞胺和聚醯胺醯亞胺；聚醯胺樹脂，例如聚醯胺 6、

聚醯胺6,6、聚醯胺12和聚醯胺1 1 ；氟樹脂，例如聚偏 

二氟乙烯、聚氟乙烯、聚四氟乙烯、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 

• 和聚氯三氟乙烯；乙烯樹脂，例如聚乙烯醇、聚乙烯基瞇

、聚乙烯基縮丁醛、聚醋酸乙烯酯和聚乙烯醇；環氧樹脂 

；二甲苯樹脂；芳族聚醯胺樹脂；聚氨酯基樹脂；聚腺基

樹脂；三聚氧胺樹脂；酚醛樹脂；聚醴；丙烯酸基樹脂； 

那些樹脂的任一種的共聚物；等等。

另外，可採用受體摻雜劑或施體摻雜劑來摻雜導電合

成物，使得可改變共範導電高分子化合物中的共範電子的

氧化還原電位，以便調整導電合成物的電導率。

可使用的受體摻雜劑的示例包括：鹵素化合物；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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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酸；質子酸；有機氧基化合物；有機金屬化合物；等等 

。鹵素化合物的示例包括氯、漠、碘、氯化碘、漠化碘、 

氟化碘等。路易斯酸的示例包括五氟化磷、五氟化碑、五 

氟化鋪、三氟化硼、三氯化硼、三溟化硼等。質子酸的示 

例包括：無機酸，例如鹽酸、硫酸、硝酸、磷酸、氟硼酸 

、氫氟酸和高氯酸；以及有機酸，例如有機按酸和有機磺

酸。作爲有機幾酸和有機磺酸，可使用上述竣酸化合物和

磺酸化合物。有機氤基化合物的示例是共軌鍵中包含兩個 

以上個氧基的化合物。示例包括：四氤基乙烯；四氧基環

氧乙烷；四氧基苯；四氤帶二甲基苯醍；四氧基荼；等等

■ 施體摻雜劑的示例包括：鹼金屬、鹼土金屬、四胺化

合物等。

備選的方式是，可透過濕式方法、使用溶解於水或有 

機溶劑（例如乙醇基溶劑、酮基溶劑、酯基溶劑、痙基溶 

• 劑或者芳基溶劑）的導電合成物來形成充當透光電極的薄 

膜。

對於導電合成物在其中溶解的溶劑沒有具體限制。可 

使用允許上述導電高分子化合物和高分子樹脂化合物、如 

有機樹脂在其中溶解的任何溶劑。例如，導電合成物可溶 

解於水、甲醇、乙醇、碳酸丙二醇酯、N-甲基毗咯烷酮、 

二甲基甲醯胺、二甲基乙醯胺、環己酮、丙酮、丁酮、甲 

基異丁酮、甲苯等的單一或混合溶劑。

導電合成物溶解於以上所述的溶劑，然後透過例如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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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法、塗層法、微滴排放法（又稱作噴墨法）或印刷法等

濕式方法在層間絕緣膜2417之上形成其薄膜，由此可得

到像素電極2406。溶劑可透過熱處理進行乾燥，或者可透

過降壓進行乾燥。另外，當有機樹脂是熱固樹脂時，可執

行熱處理，而當有機樹脂是可光致固化樹脂，則可執行光 

輻射處理。

可按照以下方式來形成分割層2418 ：透過CVD方法 

. 、濺射方法、塗敷法等，在基板的整個表面之上形成絕緣

層，然後有選擇地蝕刻該絕緣層。備選的方式是，可透過 

微滴排放法、印刷法等，有選擇地形成分割膜2418 ο還備 

選的方式是，可按照以下方式將分割層2418形成爲預期 

' 形狀：絕緣層使用正光敏樹脂在整個表面上形成，然後被 

曝光和顯影。

作爲EL層2419，至少形成發光層，並且除了發光層

之外'還可適當地形成電洞注入層、電洞傳輸層、電子傳 

• 輸層或電子注入層。可透過例如噴墨法等塗敷法或者汽化 

方法來形成EL層。

然後，將相對基板242 1設置成面相對基板2400 （參

見圖28Β ）。相對基板242 1與相對電極2420之間的空間 

可提供有樹脂層2422 '或者可採用惰性氣體來塡充。注意

■可形成保護層以覆蓋相對電極2420。

透過上述步驟，完成本實施例模式的EL顯示裝置。

透過使用本發明的半導體基板來製造包括電晶體的顯

示裝置，可採用單晶半導體層1 12來形成通道形成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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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包括其通道形成區域由多晶矽所形成的電晶體的

顯示裝置相比，可減小像素之間的電晶體的電氣特性（例

如臨界値電壓値）的變化。因此，可抑制顯示裝置的顯示

不勻性。

注意，對於本實施例模式的顯示裝置中使用的電晶體 

的結構不存在具體限制。例如'可使用具有實施例模式5 

至7所述結構的電晶體的任一個。

. 本實施例模式可與本說明書中所述的其他實施例模式

的任一個適當地組合。

（實施例模式1 1 ）

■ 可使用半導體基板10來製造大量電子裝置。電子裝

置的示例包括：相機，例如攝像機和數位相機；導航系統

;聲音再現系統（汽車音響系統、音頻元件等）；電腦； 

遊戲機；移動資訊終端（移動電腦、行動電話、移動遊戲

• 機、電子書籍閱讀器等）；顯示圖像資料的顯示裝置，例

如配備了記錄媒體的圖像再現裝置（具體來說是數位多功 

能光碟（DVD ））；等等。

在本實施例模式中'參照圖29Α至圖29C和圖30Α 

至圖30C來描述電子裝置的具體模式。圖2 9Α示出行動電 

話190 1的一個示例的外部視圖。行動電話190 1具有包括 

顯示部分1 902、操作開關1 903等的結構。透過將採用圖 

27Α和圖27Β所述的液晶顯示裝置或者採用圖28Α和圖 

28Β所述的EL顯示裝置應用於顯示部分1902，顯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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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2可以以極小的顯示不勻性來顯示高品質圖像 。

圖29B示出數位播放器1911的結構的一個示例的外

部視圖。數位播放器1911包括顯示部分1912、操作部分

1913、耳塞1914等。取代耳塞，也可使用耳機或無線耳 

塞。透過將採用圖27A和圖27B所述的液晶顯示裝置或者 

採用圖28A和圖28B所述的EL顯示裝置應用於顯示部分

1912 ＞甚至在螢幕尺寸大約爲0.3英寸至2英寸的情況下

，也可顯示高清晰圖像和大量文本資訊。

圖29C示出電子書閱讀器1921的外部視圖。電子書

閱讀器1921包括顯示部分1 92 2和操作開關1 923。可將數 

據機結合在電子書籍閱讀器192 1中，或者可結合圖21中 

的半導體裝置，使得電子書閱讀器1921具有可無線發送 

和接收資訊的結構。透過將採用圖27A和圖27B所述的液 

晶顯示裝置或者圖28A和圖28B中所述的EL顯示裝置應

用於顯示部分1 922 -可顯示高品質圖像。

圖30A至圖30C示出應用了本發明的行動電話1800

的結構的一個示例。圖30A示出正視圖；圖30B示出後視

圖；以及圖3 0 C不出展開視圖°行動電話1800是所謂的

智慧型電話，它具有作爲行動電話的功能以及作爲便攜資 

訊終端的功能，並且結合被提供以便進行除語音呼叫之外

的各種資料處理的電腦。行動電話1 800具有內置相機，

用以拍攝靜止圖像和運動圖像。

行動電話1800具有兩個殼體1801和1802。殼體

1801包括顯示部分1805、揚聲器1806、微音器1807、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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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鍵1 8 0 8、指標裝置1 8 09、相機鏡頭18 10、外部連接端

子1811、耳機端子1812等。透過將採用圖27A和圖27B

所述的液晶顯不裝置或者圖28A和圖28B中所述的EL顯

示裝置應用於顯示部分1 922 -可顯示高品質圖像。

殼體18 02包括鍵盤1815、外部記憶體插槽1816、相 

機鏡頭1817、燈1818等。此外-天線結合在殼體1801中

另外，除了上述結構之外 行動電話1 8 00可結合非

接觸IC晶片、小尺寸記憶體裝置等。

顯示部分1 805根據使用模式適當地改變顯示的方向

。由於相機鏡頭1810設置在與顯示部分1 805相同的平面

，所述行動電話可用作可視電話。可採用相機鏡頭1817

和燈1818、透過使用顯示部分1 805作爲取景器來拍攝靜

止圖像和運動圖像。揚聲器1 806和微音器1 807可用於使

用視頻呼叫、記錄、重播等，而並不侷限於語音呼叫。透 

• 過使用操作按鍵1808，進入和外出的呼叫操作、電子郵件

等的簡單資訊輸入、螢幕的卷動、游標運動等是可能的。

另外，透過滑動使裝配成相互重疊的殼體1801和1 802 (

圖30A )展開，如圖30C所示。在展開狀態中，行動電話

1 800可用作便攜資訊終端。在這種狀態中，可透過使用鍵

盤1815或指標裝置1 809來進行平滑操作。外部連接端子

1811可與AC適配器以及例如USB纜線等各種類型的纜

線連接，並且充電以及與個人電腦的資料通信等是可能的

。另外，可將儲存媒體插入外部記憶體插槽1816 ＞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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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料可被儲存並且可被移動。

另外，除了上述功能之外，行動電話還可

信功能、電視接收功能等。

[實施例1]

本發明人已經證實，透過採用雷射光束1

，來熔融單晶半導體層117。本發明人還證實，

雷射光束進行照肘，可將單晶半導體層的結晶

該處理之前的單晶半導體基板相同的程度。另

人已經證實，單晶半導體層117的表面的平面

能的。

在此實施例中，描述了一種用於製造包括左

矽層所固定到的玻璃基板的半導體基板的方法。

首先描述一種用於製造本實施例模式的半： 

方法。圖31示出在此實施例中製造的半導體基 

• 層結構的截面視圖。透過圖4A至圖4E的步驟?

體基板11。將單晶矽層201隔著包括薄膜2 02 1

衝層111固定到玻璃基板200。

爲了製造半導體基板11，單晶矽晶圓用作屋 

基板110。單晶矽晶圓是在各邊具有5英寸大j 

基板。導電類型是P型，並且電阻率大約爲1（ 

米。此外，其主表面上的晶體取向爲（100） >

面上的晶體取向爲<1 10> ο作爲支撐基板100 & 

200是厚度爲 0.7毫米的無鹼玻璃基板（產

有紅外通

進行照射

透過採用 

:復原到與 

.，本發明 

；可以是可

晶半導體

體基板的 

反1 1的疊

製造半導

204的緩

晶半導體

的正方形 

歐姆•釐 

而其側表 

玻璃基板 

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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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1 00 ）。

作爲第一絕緣層113 ＞透過PECVD方法來形成具有包 

括厚度爲50奈米的氧氮化矽膜202以及厚度爲50奈米的 

氧化氮化矽膜203的兩層結構的絕緣膜。用於氧氮化矽膜 

202的處理氣體是 SiH4和 WO，並且流量比是 SiH4' 

N20 = 4\800 °薄膜形成步驟中的基板溫度爲400°C °用於 

氧化氮化矽膜203的處理氣體是SiH4 ' NH3 ' N2O和H2,

並且流量比是SiH4\NH3\N20\H2=10\100\20\400 =薄膜形成

步驟中的基板溫度爲3 5 0°C ο

爲了在單晶矽晶圓中形成損傷區，透過使用離子摻雜 

設備，將氫離子加入單晶矽晶圓。100%氫氣用作源氣體，

' 並且採用透過激發氫氣所產生並透過電場被加速的且沒有 

任何質量分離的電漿中的離子來照射單晶矽晶圓。因此， 

形成損傷區115。在下列條件下進行這種摻雜：電源輸出 

爲100瓦；加速電壓爲40千伏；以及劑量爲2.0Χ1016離

• 子/平方釐米或者2.2x10' &離子/平方釐米。

在離子摻雜設備中，當激發氫氣時，產生三種離子種 

類 Η*、Η?*和 Η3+，並且所有離子種類被加速，用以照射 

單晶矽晶圓。從氫氣中產生的離子種類的大約80%是 Η3 +

。在這些摻雜條件下，從單晶矽晶圓分離出厚度大約爲

100奈米至120奈米的單晶矽層。

在玻璃基板200以及提供有薄膜202至204的單晶矽

晶圓經過在純水中超音波清潔、然後採用包含臭氧的純水

進行清潔之後，進行接合步驟。爲了在損傷區115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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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在擴散爐中進行加熱到600°C。因此，單晶矽晶圓

被分裂，並且單晶矽層201與單晶矽晶圓分離。

在形成損傷區115之後，透過PECVD方法在單晶矽 

晶圓之上形成氧化矽膜204作爲第二絕緣層114。用於形 

成氧化矽膜204的處理氣體是TEOS和02，並且流量比是 

TEOS\O2=15\75 0 -薄膜形成步驟中的基板溫度爲3 00°C °

半導體基板11的緩衝層的厚度如下所述。

氧氮化矽膜202 : 50奈米

氧化氮化矽膜203 : 5 0奈米

- 氧化矽膜204 : 50奈米

在玻璃基板200以及提供有薄膜202至204的單晶矽 

晶圓經過在純水中超音波清潔、然後採用包含臭氧的純水 

進行清潔之後，使玻璃基板200的表面以及在單晶矽晶圓 

的表面之上形成的氧化矽膜204設置成相互接觸並且相互

接合（參見圖4D）。隨後，爲了沿損傷區115產生分裂

，熱處理在加熱爐中以200°C進行2個小時，以便增加玻

璃基板200與氧化矽膜204之間的接合強度。在加熱爐中

以600°C連續進行加熱4個小時。因此，單晶矽晶圓被分 

裂，並且單晶矽層201與單晶矽晶圓分離。

隨後，在爲進行雷射照射製程而用純水清潔了單晶矽 

層201在其上固定的玻璃基板200之後，採用100倍稀釋

氫氟酸來處理單晶矽層201，以便去除表面上所形成的自

然氧化膜。然後，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單晶矽層201。作

爲雷射器，使用以3 08奈米的波長發出射束的 XeCl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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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雷射器。雷射光束的脈衝寬度爲25奈秒，並且重復率

爲30赫茲。

透過光學系統，採集雷射光束，使得它在照射表面上 

具有線形光束形狀，並且在寬度方向（光束形狀的短軸方 

向）進行採用雷射光束的掃描。半導體基板11設置在雷 

射照射設備的工件台上，並透過移動工作台、採用射束來 

掃描。例如，束寬爲3 5 0微米，並且掃描速率爲1.0毫米/ 

. 秒。

在雷射掃描步驟中，加熱單晶矽層201。透過採用設 

置在工作台中的加熱器加熱雷射照射設備的工作台，來進 

行這種加熱。工作台溫度爲2 5 0°C和5 00°C。此外，還進

' 行雷射照射製程而沒有採用工作台進行加熱。注意，當工 

作台溫度爲25 0°C時，單晶矽層201的溫度增加到23 0°C

，而在5 00°C時，單晶矽層201的溫度增加到420°C »此 

外，工作台溫度和單晶矽層201的溫度在沒有進行採用工 

• 作台進行加熱時各稱作室溫。

[實施例2]

在此實施例中，描述了透過採用雷射光束進行照射來 

熔融固定到支撐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層。

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半導體基板11的單晶矽層201 >

並且透過光譜法來測量單晶矽層201的熔融時間。具體來

說，採用探測光來照射單晶矽層201中採用雷射光束所照

射的區域，並且測量其反射光的強度的變化。從反射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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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可以確定單晶矽層201是處於固相狀態還 

狀態。在矽從固相狀態變成液相狀態時，它的 

增加，並且它對於可見光的反射率急劇增加。因 

可見光範圍的波長的雷射光束用作探測光，並且 

光的反射光的強度的變化。因此，可檢測單晶矽 

到液相的相變以及從液相到固相的相變。

首先，參照圖32來描述用於測量的雷射照 

結構。圖32是說明用於測量的雷射照射設備的 

圖。雷射照射設備包括：雷射器321，發出用於 

板319的雷射照射製程的雷射光束320；雷射器 

出探測光350；以及腔室324，配備了放置半導餐 

的工作台3 2 3。

提供工作台3 23 ＞使得工作台3 23可在腔室 

移動。箭頭325是示出工作台3 23的運動方向的

作台3 23配備了加熱器。透過加熱工作台，來加 

• 工作台上的半導體基板319。

由石英形成的窗口 326至328設置在腔室3

。窗口 326是透過其中將雷射光束320導入腔室

口。窗口 327是透過其中將探測光350導入腔室

口 ，而窗口 328是透過其中將半導體基板319所

測光350導向腔室324的外部的視窗。在圖32

體基板319所反射的探測光350由附圖標記360

爲了控制腔室3 24內部的氣氛，腔室324配

體供應裝置連接的供氣埠3 29以及與排氣系統耦

:處於液相 

•射率急劇 

此，具有 

測量探測 

層從固相

射設備的

結構的附 

半導體基 

:351 ，發 

鲁基板319

3 24內部

箭頭。工 

熱放置在

24的壁上

324的窗

3 24的窗 

反射的探 

中，半導 

表示。

備了與氣 

合的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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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3 3 0。

從雷射器321所發出的雷射光束3 2 0由半反射鏡332

反射，並由包括透鏡等的光學系統3 3 3會聚成線形形狀。

離開光學系統3 3 3的雷射光束320透過視窗326，並被傳

送到工作台323之上的半導體基板319。光檢測器334設

置在半反射鏡3 32的傳輸側。從雷射器所發出的雷射光束 

3 20的強度的變化由光檢測器3 34來檢測。

從雷射器351所發出的探測光350由反射鏡352反射

，並且透過窗口 3 27傳送到半導體基板319。採用探測光

3 5 0來照射用雷射光束3 20照射的區域。由半導體基板 

319所反射的探測光360透過視窗328和光纖353，並由

' 包括準直儀透鏡的準直儀3 5 4轉換成準直光束，然後進入 

光檢測器355。探測光360的強度的變化由光檢測器355 

來檢測。換言之，可檢測單晶矽層201中採用雷射光束

3 20來照射的區域所反射的探測光3 60的強度；因此，可

• 檢測用雷射光束3 20照射的區域對於探測光3 50的反射隨 

時間的變化。

光檢測器334和355的輸出與示波器356連接。輸入

到示波器356的光檢測器334的輸出信號的電壓値（信號 

的強度）對應於雷射光束 3 20的強度，而輸入到示波器

3 5 6的光檢測器3 5 5的輸出信號的電壓値（信號的強度） 

對應於探測光3 60的強度。

圖33A示出平面圖，說明在單晶矽層201的表面上、 

用雷射光束320照射的區域與採用探測光350所照射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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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間的關係。圖33B示出沿圖33A的線條 Y-Z所截取

的截面視圖。

在圖33B中，附圖標記210表示用雷肘光束320照射 

的面積'它是在雷射光束3 2 0的寬度方向（短軸方向）的 

照射面積。下文中'這個面積稱作雷射光束照射面積210 

。附圖標記211表示採用探測光350所照射的面積。下文

中，這個面積稱作探測光照射面積211。附圖標記212表

示雷射光束320沿寬度方向（短軸方向）的光束分佈。下

文中'這個分佈稱作光束分佈2 1 2 °

圖34A和圖34B是示波器356的信號波形的照片，它

們示出測量結果。在圖34A和圖34B中，下信號波形是光

檢測器3 34的輸出信號波形，並且示出雷射光束3 20的強

度的變化。圖34A示出工作台溫度爲5 00°C時的波形，而 

圖34B示出工作台溫度爲室溫時的波形。

在圖34A和圖34B中'上信號波形是光檢測器355的

• 輸出信號波形，並且示出單晶矽層所反射的探測光3 60的

強度的變化。垂直軸表示信號強度，而水平軸表示時間，

水平軸上的每個標記間隔爲100奈秒。

在此實施例中，爲了確保雷射照射製程所產生的效果

-在雷射照射製程之前，對單晶矽層201測量以獲得圖

34A和圖34B的資料，並且單晶矽層201厚度爲100奈米

用於測量的雷射器是以3 08奈米的波長發出射束的

XeCl準分子雷射器。脈衝寬度爲25奈秒，並且重復率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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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赫茲。透過光學系統3 3 3來採集雷射光束3 20 -使得它

在照射表面上具有350微米寬以及126毫米長的線形光束

形狀。

當工作台溫度爲室溫或者在5 00°C時 > 雷射光束320 

的能量密度爲5 3 9 mJ/cm2 -並且採用雷射光束320的一次 

發射來照射單晶矽層201。注意，在圖34A和圖34B中> 

可在所檢測輸出信號中觀察到兩個與雷射光束3 20對應的

峰値。這取決於用於測量的雷射器321的規格。

作爲用於發出探測光的雷射器351，使用Nd:YVO4雷

射器，並且作爲雷射器的二次諧波的5 3 2奈米的光束用作

探測光3 5 0。

此外，從供氣埠3 29提供氮氣，以便將腔室324的氣

氛改變爲氮氣氛。

如圖34A和圖34B所示-當進行採用雷射光束 3 20的

照射時，探測光3 60的強度上升'並且迅速增加。 換言之

，可以觀察到，透過採用雷射光束3 20進行照射， 來熔融

單晶矽層201。探測光3 60的強度上升，直到使單晶矽層 

201的熔融區域的深度爲最大，以及使高強度狀態保持一

段時間。當雷射光束3 20的強度減小時，探測光3 60的強 

度在一段時間以後開始急劇減小。

換言之，圖34A和圖34B中與探測光3 60的反射的強 

度對應的信號強度說明以下情況：透過採用雷射光束320

來照射單晶矽層201 -用雷射光束3 20照射的區域的溫度

增加到其熔點或更高，並且該區域被熔融。此外，在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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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光束3 20進行照射之後使這個區域保持在熔融狀態（

液相狀態）一段時間，這個區域的溫度隨時間減小，以及

這個區域開始凝固並且完全返回到其固態。

參照圖35來描述探測光3 60的強度的變化以及單晶 

矽層的相的變化。圖35是曲線圖，示意示出圖34A和圖

34B的照片所示的光檢測器3 5 5的輸出信號波形。垂直軸 

表示信號強度，水平軸表示時間。

. 信號強度在時間tl迅速增加，並且可以認爲，在時

間tl ＞單晶矽層201開始熔融。從時間t2到時間t3的時 

間段是保持熔融狀態的時間段，因爲信號強度保持爲高。

此外，從時間tl到時間t2的時間段是單晶矽層的熔融部 

分的深度增加的時間段，並且可看作是熔融時間段。

在時間t3之後，信號強度迅速減小，並且在時間t4 

以及之後，信號強度低。因此，可以認爲，熔融區域完全 

凝固，並且在時間t4以及之後處於固相狀態。注意，在 

. 時間t4以及以後的信號強度lb高於在時間tl以及之前的 

信號強度la，這意味著，在時間t4以及以後的溫度高於 

進行採用雷射光束3 20的照射之前的溫度。因此，可以認

爲，例如位錯等晶體缺陷復原甚至在時間t4後、在用雷 

射光束1320照射的區域中也繼續進行，因爲該區域逐漸 

冷卻。

作爲比較圖34A和圖34B的信號波形的結果，可以看

到，保持熔融狀態的熔融時間可透過加熱來延長。當工作

台溫度爲5 00°C時，熔融時間大約爲250奈秒，在室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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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爲100奈秒。

如上所述，透過檢測雷射光束照射部分的反射光的強 

度的變化，證實了透過採用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固定到支 

撐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層。

注意，雖然在從時間t2到時間t3的時間段中，信號 

強度保持爲高，但是，顯示圖34A和圖34B的信號波形各 

在該時間段內以兩個階段衰減。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是， 

可以認爲，一種可能的原因在於，檢測到經過不同相變的 

多個區域所反射的探測光3 60，因爲用探測光3 5 0來照射 

比用雷射光束3 20照射的面積更寬的面積，如圖33A所示 

。以下，參照圖33B來描述這種情況。

如圖33B所示，探測光照射面積211包括三個區域， 

採用具有不同量的能量的雷射光束3 20來對它們進行照射

首先是雷射光束照射面積210外部的並且沒有採用雷

• 射光束來照射的區域。這個區域以下稱作區域211a。其次

是雷射光束照射面積210內部的並且採用雷射光束320在

光束分佈212的尾部的部分來照射的區域。這個區域以下

稱作區域21 lb ο第三是採用雷射光束320在光束分佈212

的平坦頂部的部分來照射的區域。這個區域以下稱作區域

21 lc -因此，光檢測器3 5 5接收探測光360，其中由區域

211a、區域211b和區域21 lc反射的光線相互重疊。

可以認爲，區域211a沒有經過相變並不改變它對探

測光350的反射，因爲沒有採用雷射光束320對它進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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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因此，區域211a充當光檢測器3 5 5的檢測信號的背

景；因而區域211a對於檢測信號的強度的變化幾乎不具

有作用。

另一方面，區域211b被雷射光束3 20的具有比區域

211c更低的能量密度的部分照射，並且具有能量密度的不

均勻分佈。因此，可認爲區域 211b的溫度的增加小於區

域21 lc ＞並且區域211b的熔融時間比區域21 lc更短。也

就是說，被熔融的區域 211b開始凝固的時刻是在區域

211c開始凝固的時刻之前。

從以上描述中可以假定，對探測光3 5 0的反射在區域

21 lc處於液相狀態時的時間段（圖35中從時間tl到t3

的時間段）中減小'因爲區域211b在這個時間段中開始

凝固，並且作爲光檢測器3 5 5的檢測信號的強度的變化來 

檢測反射的這種減小。

•[實施例3]

在實施例2中，描述了透過採用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

單晶矽層20 1。在此實施例中，描述了熔融的單晶半導體

層經過再單晶化。

在此實施例中，測量沒有經過雷射照射製程的單晶矽

層201以及經過雷射照射製程的單晶矽層201的表面的電

子反散射衍射圖（EBSP）。圖36A至圖36D是從測量資

料得到的反極圖（IPF ）。

圖3 6A示出雷射照射製程之前的單晶矽層的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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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B和圖36C分別示出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單晶矽層的資

料'它們是分別在5 00 °C和2 5 0°C的工作台溫度下進行加

熱的同時、在氮氣氛中採用雷射光束進行照射之後的單晶

矽層201的資料。圖36D示出在室溫下沒有被加熱地在氮

氣氛中採用雷射光束進行照射之後的單晶矽層201的資料

圖36E是彩色編碼圖'示出IPF圖的顏色與晶體取向

之間的關係，其中各晶體平面的取向經過彩色編碼。

根據圖36A至圖36D的IPF圖‘單晶矽層201的晶體 

取向在雷射光束照射之前或者之後均未無序，並且單晶矽

層201的表面的面取向爲（100），它與單晶矽晶圓的面

取向相同。此外 ，可以看到，在雷射光束照射之前或者之

後，在單晶矽層201中都不存在晶粒邊界。這可以根據以

下事實得到證實：圖36A至圖36D的IPF圖是表示圖36E

的彩色編碼圖中的（100）平面的顏色（彩色圖像中爲紅 

• 色）的單色方形圖像。

因此，透過EBSP測量得到證實，從其主表面沿（100

）面取向的單晶矽晶圓來形成其主表面沿（100）面取向

的單晶矽層，並且透過經由雷射光束照射來熔融上述單晶

矽層所得到的單晶矽層也具有沿（100）面取向的主表面

注意，圖36A至圖36D的IPF圖中存在的點示出具有

低 CI値的部分。CI値是指數値，表明用以確定晶體取向

的資料的可靠性和精度。當存在晶粒邊界、晶體缺陷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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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値減小。換言之，當具有低CI値的部分的數量變得

較小時，可將晶體結構評估爲具有較高完整性，並且可將

結晶度評估爲較高。具有低 CI値的部分的數量在已經採 

用雷射光束所照射的單晶矽層201的IPF圖中比在沒有採 

用雷射光束所照射的單晶矽層201的IPF圖中更小。因此

，從EBSP測量可以看到，單晶矽層201中的晶體缺陷以 

及例如懸空鍵等微缺陷透過雷射光束照射來復原。

注意，圖36B至圖36D的單晶矽層201的雷射照射製

程的條件如下所述：雷射光束在照射表面上具有3 5 0微米

寬以及126毫米長的線形光束形狀，並且雷射光束的掃描

速率爲1.0毫米/秒。透過根據射束寬度和掃描速率的計算

，用 以照射單晶矽層201的相同區域的雷射光束的發射次

數爲 10.5ο當工作台溫度爲5 00°C時，雷射光束的能量密 

度爲 5 1 3 mJ/cm2 :在 25 0°C 時爲 5 67 mJ/cm2 :以及在室溫

時爲 6 4 8 mJ/cm2

在此實施例中，採用掃描透射電子顯微鏡（STEM ）

來觀察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半導體基板11以及雷射照射

製程之後的半導體基板11的橫截面。

圖3 7A至圖37C是各半導體基板11的橫截面照片'

它們是採用掃描透射電子顯微鏡（STEM）所拍攝的STEM

圖像。圖37A示出雷射照射製程之前的圖像 > 而圖37B和

圖37C示出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圖像。圖37B示出雷射方

法中工作台溫度爲5 00°C時的圖像，而圖37C是爲室溫時

的圖像。在圖37A至圖37C的每個中 > 單晶矽層201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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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爲120奈米。

雷射照射製程的條件如下所述：透過光學系統來採集 

雷射光束，使得它在照射表面上具有3 5 0微米寬以及126 

毫米長的線形光束形狀。雷射光束的掃描速率爲1.0毫米/ 

秒。當工作台溫度爲5 00°C時，雷射光束的能量密度爲

5 13 mJ/cm2 ；在25 0°C時爲5 67 mJ/crn2 :以及在室溫時爲

6 4 7 mJ/cm2 °

. 在氮氣氛中進行雷射照射。在工作台溫度爲5 00°C和

2 50°C的情況下'透過將氮氣提供到雷射照射設備的腔室 

中，來實現氮氣氛。在室溫的情況下，在該氣氛中進行雷 

射照射製程，並且透過將氮吹送到採用雷射光束所照射的

' 區域，來實現氮氣氛。

如圖37A所示，在雷射光束照射之前，在單晶矽層

201中沒有觀察到晶粒邊界。此外，如圖37B和圖37C所 

示，在雷射光束照射之後，在單晶矽層201中也不存在晶

• 粒邊界。因此，可以證實，由雷射光束透過雷射照射製程 

所熔融的部分凝固成單晶結構。

如上所述，透過測量電子反散射衍射圖以及採用掃描 

透射電子顯微鏡來觀察截面結構，證實了透過雷射照射製 

程所熔融的單晶矽層經過再單晶化。

[實施例4]

在實施例2中，描述了透過採用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

單晶矽層20 1。在此實施例中，描述了改進熔融的單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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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層的結晶度。在本實施例模式中， 

評估雷射照射製程之後的單晶矽層的結

圖38是示出相對於能量密度的雷 

的變化。圖39是曲線圖，示出拉曼光 

全寬度（FWHM）相對於雷射光束的能 

出當雷射照射期間工作台溫度爲5 00°C

得到的資料。進行雷射照射製程，使得

1.0毫米/秒，並且採用10次光束發射

重疊百分比大約爲90%。條件如下所述

201的厚度爲100奈米。

圖38所示的拉曼位移的峰値波數 

透過晶格中發生的振動模式所確定的値 

體種類的特定値。沒有任何內應力的單 

5 2 0.6 cm'1 °如果拉曼位移更接近這個

＞晶體結構更接近單晶，並且結晶度較

• 應力施加到單晶時，晶格間距縮短；因

應力量成比例地移動到較高波數側。同

時，峰値波數與拉應力量成比例地移動

因此，只根據拉曼位移的峰値波數

實並不足以確定矽層是否爲單晶。單晶

其中在聚焦某個晶軸時，在樣本的任何

相同方向，並且在晶體之間沒有晶粒邊

軸取向和晶粒邊界的存在的測量，以便

進行拉曼光譜法以 

晶度。

射光束的拉曼位移 

譜的半最大値處的 

量密度的變化。示

、2 5 0°C和室溫時 

光束的掃描速率爲 

來照射相同區域。

。注意，單晶矽層

（又稱作峰値）是

，並且是取決於晶 

晶矽的拉曼位移爲 

波數，則可以確定 

高。注意，在將壓 

此，峰値波數與壓 

時'在施加拉應力 

刖較低波數側。

爲520.6 cm'1的事 

表示一種晶體，在 

部分該晶軸取向爲 

界。因此，需要晶 

確定它是否具有單 

界的檢測無法透晶結構。但是，晶體取向的識別和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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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拉曼光譜法來進行。例如，電子反散射衍射方法可用於

識別晶體取向和檢測晶粒邊界。透過如圖36A至圖36D

所示從EBSP獲得IPF圖，可以證實，晶軸（晶體取向）

是一致的，並且不存在晶粒邊界。

圖39所示的較小FWHM指明，晶體狀態更一致，其 

中具有較小變化。市場銷售的單晶矽晶圓的FWHM大約爲 

2.5 cm·1至 3.0 cm」，它可用作結晶度的指示。FWHM 越

接近這個値，則結晶度像單晶矽晶圓那樣越均勻。

在圖38和圖39中，從透過拉曼光譜法進行測量的結

果可以看到，可透過雷射照射製程將結晶度復原到與處理 

之前的單晶矽晶圓相同或實質上相同的程度。

從圖38和圖39的資料還可以看到，在進行加熱的同 

時採用雷射光束122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層117時，復原單 

晶半導體層117的結晶度所需的雷射光束的能量密度可減

小。換言之，在進行加熱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單晶

• 矽層201時，使拉曼位移的波數爲大約5 20.6 cm*1以及使

FWHM爲大約2.5 cm-1至3.0 cm'1所需的照射能量可減小

透過減小照射能量密度，可擴大雷射光束的光束形狀 

。因此，可增加雷射光束的寬度（掃描方向的長度或者短 

軸方向的長度），並且因而可增加雷射光束的掃描速率。 

此外，可減小雷射光束的重疊百分比，並且因而可增加雷 

射光束的掃描速率。因此，可增加掃描速率，並且因而可 

縮短雷射照射製程所需的迴圈時間。因此，透過在加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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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矽層的同時雷射加工單晶矽層 > 來提高雷

產量。當進行採用雷射光束的掃描時，移動採 

所照射的區域。術語“重疊百分比”指的是採用 

照射的區域的重疊的百分比。

透過加熱單晶矽層來減小復原單晶半導體 

所需的雷射光束的能量密度的一個原因在於， 

增加單晶矽層的熔融時間，如圖34A和圖34B 

. 果所示。另一個原因在於，使具有熔融部分（

的單晶矽層被冷卻並且完全返回到固相狀態需 

間。

因此，較佳的是，加熱單晶矽層，使得熔

' 圍從200奈秒至1 000奈秒。因此，較佳的是 

400°C至支撐基板的應變點的溫度下加熱單晶

，在使熔融狀態保持多於10 00奈秒的時間段 

板100的溫度可能增加到其應變點或更高，並

• 支撐基板100。因此，較佳的是，熔融時間爲

更短。

爲了復原已經與單晶半導體基板分離的單 

的結晶度，重要的是熔融單晶矽層。

由於透過以與實施例2相似的方式使用圖

照射設備、在工作台溫度爲室溫並且雷射光束 

爲498 mJ/cm2的條件下，觀察探測光3 60的反 

在探測光3 60的反射的強度中沒有看到急劇增 

說，可以認爲，透過在49 8 mJ/cm?、室溫下的

照射製程的

用雷射光束

雷射光束所

層的結晶度

透過加熱來

中的測量結

液相部分）

要更長的時

融時間的範

，在範圍從

矽層。注意 

時，支撐基 

且可能熔融

1 000奈秒或

晶半導體層

32的雷射

的能量密度

射的強度，

加。也就是

雷射照射製

-139-



1450337

程，單晶矽層沒有被熔融。另一方面，根據圖38和圖39

的拉曼光譜法的資料，可以認爲，透過498 mJ/cm2 >室溫

的條件下的雷射照射製程，單晶矽層201的結晶度沒有復

原。

根據以上描述，重要的是透過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單 

晶矽層，以便復原單晶矽層的結晶度。同樣重要的是透過 

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單晶矽層，以便增加平面性。

[實施例5]

在實施例2中，描述了透過採用雷射照射製程來熔融 

單晶矽層20 1。在此實施例中，描述了使熔融的單晶半導 

' 體層的表面平面化。

在此實施例中 > 採用表示表面粗糙度並且透過在動力 

模式（DFM）中分析採用原子力顯微鏡（AFM）觀察的圖 

像（這類圖像以下稱作 AFM圖像）所得到的測量値，來 

• 評估表面平面性。圖40示出採用 AFM的測量的結果。圖 

40示出採用原子力顯微鏡觀察的單晶矽層201的表面的圖 

像（這類圖像以下稱作“AFM圖像”）以及根據 AFM圖像 

所計算的單晶矽層的表面粗糙度。計算表面粗糙度、平均 

表面粗糙度Ra、均方根表面粗糙度RMS和最大峰谷高度 

（P-V）。透過採用隨AFM提供的軟體進行AFM圖像的 

表面粗糙度分析，來計算這些値。

AFM進行測量的條件如下所述。

- 原子力顯微鏡（AFM） : Seiko Instrument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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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的掃描探測顯微鏡SPI3 800N/SPA500

- 測量模式：動力模式（DFM）

- 懸臂：SI-DF40 （由矽製成，彈簧常數爲 42N/m 

-共振頻率爲2 5 0 kHz至3 90 kHz >以及探針爲R<1 Onm ）

- 測量面積：3 Ο μπι X 3 Ο μ m

- 測量點數：2 5 6點χ 25 6點

注意，DFM指的是一種測量模式，其中，在控制探針

與樣本之間的距離的同時以給定頻率（懸臂特定的頻率） 

共振、使得懸臂的振動幅度保持恆定的狀態中，測量樣本

的表面形狀。在 DFM 中，樣本和懸臂的表面沒有相互接 

觸；因此，測量是可能的，而無需改變樣本表面的原始形

狀，並且無需損傷表面。

圖40是示出採用 AFM的測量的結果的表格。採用

AFM來測量沒有經過雷射照射製程的單晶矽層的表面以及

經過雷射照射製程的單晶矽層的表面。圖40示出單晶矽 

. 層的AFM圖像以及從AFM圖像所得到的表面粗糙度。

在圖40所示的、工作台溫度和雷射光束掃描速率是

不同的總共四個條件下，進行雷射照射製程。工作台溫度

爲5 00°C和室溫，並且掃描速率爲1.0毫米/秒和8.0毫米

/秒。當掃描速率爲1·0毫米/秒時，雷射光束的脈衝的重 

疊百分比爲89% ；在8.0毫米/秒時，爲11%。

圖40的測量結果表明以下情況。使透過雷射光束照

射被熔融和再晶化的單晶矽層201的表面平面化。可使具

有不均勻形狀的表面的平均表面粗糙度Ra爲3奈米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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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並且可使均方根平均表面粗糙度 RMS爲1奈米至5

奈米。此外，可使不均勻形狀的最大高度差P-V爲130奈 

米或更小。換言之，雷射照射製程的一個有利效果是使單 

晶半導體層平面化。

另外，可以看到，在進行加熱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來 

照射單晶半導體層時，平面化所需的能量密度可減小。此

外，雷射光束發射的次數（重疊百分比）以及能量密度可

減小。發射次數的減小引起採用雷射光束的掃描速率（基 

板的移動速度）的增加；因而縮短了處理各基板的迴圈時

間。因此，提高了雷射照射步驟的生產量。透過延長熔融

單晶半導體層的時間，百分比可減小到大約1/10，並且進

一步減小到0%。較佳的是，在採用雷射光束進行照射時

加熱單晶半導體層。加熱溫度的範圍較佳的爲 2 5 0°C至

65O°C 。

此實施例清楚表明，可使單晶矽層平面化，而無需施 

• 加可能損傷玻璃基板的任何力，並且無需在超過其應變點 

的溫度下加熱玻璃基板。因此，此實施例公開一種在用於 

製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中使用雷射照射製程的創新方法。

下面描述在本說明書中用作表面平面性的指數的平均 

表面粗糙度Ra、均方根表面粗糙度RMS和最大峰谷高度 

（P-V ）。

透過擴大爲 JIS B 060 1 :200 1 （ ISO 42 8 7:1 997 ）所定

義的三維中心線平均粗糙度Ra以能夠將Ra應用於測量表

面，來得到平均表面粗糙度（Ra） oRa可表示爲從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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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到比表面的偏差的絕對値的平均値，並且可由公式（al

）給出。

佥#趣『·3）

注意，測量表面是由所有測量資斜表示的表面，並且

由公式（a2 ）表示。

Z = F(X,Y) -(02)

比表面是作爲粗糙度測量的物件的表面，並且是透過 

座標（X1,Y1 ） , （ X1,Y2 ） , （ X2,Y1 ）和（X2,Y2 ）表示的四 

個點所定義的矩形區域。比表面的面積在比表面是理論上 

平坦時由So表示。So則根據公式（a3 ）獲得。

$0=伍-/)化-巾…(α3)

參考表面是由Ζ = Ζο所表示的平面表面1其中Ζο是比 

表面的高度的平均値。參考平面與 ΧΥ平面平行。注意， 

Ζο根據公式（a4）獲得。

Ζο 弋C：t：F（X，Y阳y …（α4）

均方根表面粗糙度（RMS ）透過將截面曲線擴大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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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RMS而得到，以能夠以與Ra相似的方式將截面曲線的

RMS用於測量表面。RMS可表示爲從參考表面到比表面

的偏差的平方的平均値的平方根，並且可由公式（a5）給

出。

RMS

最大峰谷高度（Ρ-V）可表示爲比表面中的最高峰値

Zmax的高度與最低谷値Zmin的高度之間的差，並且可由公

式（a6 ）給出。

p-y-zmx~zmia …（亦）

這裏的峰値和谷値透過將 JIS B 060 1 :200 1 （ ISO

42 87:1 997 ）所定義的“峰値”和“谷値”擴大到三維而獲得。

• 該峰値可表示爲比表面中的最高點，而該谷値可表示爲比 

表面中的最低點。

【圖式簡單說明】

圖1是示出一半導體基板的結構例的外部視圖；

圖2是示出一半導體基板的結構例的外部視圖；

圖3是示出用於製造半導體基板的單晶半導體基板的 

外部視圖；

圖4A至圖4E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基板

-144-



1450337

的方法；

圖5A至圖5B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基板

的方法；

圖6是示出一半導體基板的結構例的外部視圖；

圖7是示出一半導體基板的結構例的外部視圖；

圖8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基板的方法 ；

圖9A至圖9E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基板 

的方法；

圖10A和圖10B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基

板的方法；

圖ii是示出一雷射照射設備的結構例；

圖12A是示出一雷射照射設備的結構例的剖視圖，而

圖12B示出俯視圖，說明大面積基板與雷射光束照射區域

之間的位置關係

圖13是示出一雷射照射設備的結構例的透視圖；

圖14A至圖14D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

裝置的方法；

圖15A至圖15C示出剖視圖，說明圖14D之後的步

驟；

圖16是示出說明圖15C之後的步驟的俯視圖以及沿

俯視圖的截線Α-B截取的剖視圖；

圖17A至圖17E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裝

置的方法；

圖18A至圖18C示出剖視圖，說明圖17E之後的步

-145-



1450337

驟；

圖1 9 A和圖1 9 B不出剖視圖1說明圖1 8 C之後的步 

驟；

圖20A至圖20E示出剖視圖，說明一種製造半導體裝 

置的方法；

圖21是示出一微處理器的結構例的方塊圖；

圖22是示出一 RFCPU的結構例的方塊圖；

圖23是示出一主動矩陣顯示裝置的結構例的方塊圖

圖24是示出一液晶顯示裝置的像素的結構例的電路 

圖；

圖25是示出一電致發光裝置的像素的結構例的電路

圖；

圖26是示出一半導體基板中的電路佈置例的透視圖

圖 2 7 A是示出液晶顯示裝置的像素的平面圖'而圖 

27B是沿截線J-Κ截取的圖27A的剖視圖

圖28A是示出電致發光顯示裝置的像素的平面圖，而 

圖28B是不出該像素的剖視圖

圖29A至圖29C是分別示出行動電話、數位播放器和

電子書閱讀器的外部視圖；

圖3OA至圖3 0C是分別示出行動電話的正視圖、後視

圖和展開視圖；

圖31是示出半導體基板的剖視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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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是示出用於測量反射探測光的強度變化的雷肘

照射設備的結構的簡圖；

圖3 3A是示出說明雷射光束照射區域與探測光照射區 

域之間的關係的平面圖，而圖33B示出沿截線Y-Ζ截取的 

圖33A的剖視圖並示出探測光的束分佈；

圖34A和圖34B是輸入到示波器的信號波形的照片；

圖35是與探測光的強度對應的信號波形的示意曲線

圖36A至36D是從EBSP得到的單晶矽層的IPF圖，

而圖36E是示出IPF圖的著色與晶體取向之間的關係的彩

色編碼圖；

圖37A至圖37C是半導體基板的截面的STEM圖像，

它們採用掃描透射電子顯微鏡來獲得 ；

圖38是示出單晶矽層的拉曼位移的峰値波數相對於 

雷射光束的能量密度的變化的曲線圖 ；

圖39是曲線圖，示出單晶矽層的拉曼光譜相對於雷 

射光束的能量密度的半最大値處的全寬度；

圖40是示出單晶矽層表面的觀測圖像和表面粗糙度

＞它們採用原子力顯微鏡來測量的表格；

圖41是示出採用離子摻雜設備從H2氣體所產生的離 

子種類的質譜測定的結果的簡圖；

圖42是示出採用離子注入設備從PH3氣體所產生的

離子種類的質譜測定的結果的簡圖 ；

圖43是氫分子和氫離子（H+、町+和山+）的能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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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是加速電壓爲80千伏時的深度方向上的氫的分

佈（計算値和測量値）的曲線圖；

圖45是加速電壓爲80千伏時的深度方向上的氫的分

佈（計算値、測量値和擬合函數）的曲線圖；

圖46是加速電壓爲60千伏時的深度方向上的氫的分

佈（計算値、測量値和擬合函數）的曲線圖；

圖47是加速電壓爲40千伏時的深度方向上的氫的分

佈（計算値、測量値和擬合函數）的曲線圖；和

圖48是圖45至圖47所示的擬合函數的擬合參數（

氫元素比和氫離子種類比）的表格。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 :半導體基板

112：單晶半導體層

100 :支持基板

1 1 1 :緩衝層

114：第二絕緣層

113' 1 1 3a ' 113b：第一絕緣層

115：損傷區

121 ：離子

117：單晶半導體層

118：單晶半導體基板

122 ：雷射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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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3 0 :半導體基板

1 0 1 :緩衝層

103、119：絕緣層

110：單晶半導體基板

104 :絕緣層

131 :保護膜

40 :半導體基板

3 02 :物件

3 03 :工作台

3 0 4：控制器

3 0 1 :雷射器

306 :腔室

307 ：箭頭

308 :窗 口

3 09 :供氣埠

310 ：排氣埠

3 1 1 :光學系統

1405：大尺寸基板

1406 :單晶半導體層

1411：雷射光束照射區域

1 43 0 :氣體儲存設備

1428：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

1 429 :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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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吹氣孔

140 1 :工作台

1 427 :管子

1 426 :氣體加熱設備

1425 :管子

1 402 :工作台

1420 :氣體儲存設備

1418：極低氧氣分壓的N2氣體生成設備

14 17：管子

1416 ：氣體加熱設備

14 15：管子

1 404 :抽氣孔

1 407 :光學裝置

1 408 ：反射鏡

1409a 、 1409b :雙合透鏡

145：大尺寸基板 

603、604 :單晶半導體層

606 :閘極絕緣層

607 :電極

608 : ρ型高濃度雜質區

609 : η型低濃度雜質區

610、611：通道形成區 

612 :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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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 η型高濃度雜質區

65 3 :閘極絕緣層

6 17： Ρ通道電晶體

6 18： η通道電晶體

6 19' 620 :絕緣層

62 1、 622 :導電層

65 1' 65 2 ：單晶半導體層

654、 6 5 5：導電層

65 6、 65 7 :抗蝕劑掩模

65 8、 659、 660、 661、 662、 663 :導電層

66 5、 6 6 6：閘極電極

66 8 :雜質元素

669 :雜質區 

671 > 672 :抗蝕劑掩模

673 、 675 、 676 :雜質元素

677 :通道形成區

679 :抗蝕劑掩模

681 、 682 :雜質區 

683 :通道形成區

680 ：雜質元素

684 、 685 ：絕緣層

686 :導電層

801 : η型雜質區

802 ： ρ型雜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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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保護層

8 0 3：元件隔離絕緣層

805、806：元件區

807a、807b :閘極絕緣層

8 0 8a、8 08 b：閘極導電層

810 ：第二絕緣膜

815a、815b：第二雜質區

8 16a、 8 16b ：側壁絕緣層

8 1 7a ' 8 17b ：側壁絕緣層

82 0a、 820b :第一雜質區

8 19a、 819b ：第三雜質區

824a、 824b :第四雜質區

822a、 822b、 823a、 823b：矽化物

818a、 818b：矽化物

826、821 :通道形成區

827：層間絕緣層

840a、 840b、 840c、 840d :佈線層 

82 8 ：絕緣層

841a、 841b、 841c :佈線層 

83 2 : η通道場效電晶體

831 : ρ通道場效電晶體

2000 :微處理器

200 1 :算術邏輯單元（ALU）

2002 : ALU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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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指令解碼器

2004 :中斷控制器

2005 :時序控制器

2006 :暫存器

2007 :暫存器控制器

2008 :匯流排介面 

2009 :唯讀記憶體

2010： ROM 介面

2020 :半導體裝置

202 1 :類比電路部分

2022 :數位電路部分

2023 :天線 

203 1 :諧振電路 

2032 :恆壓電路

203 3 :整流器電路

2034 :解調器電路

203 5 :調制器電路 

203 6 :重置電路 

203 7 :振盪器電路

203 8 :電源控制電路

204 1 : RF 介面

2042 :控制暫存器

2043 :時鐘控制器

2044 : CPU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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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 : CPU

2046 : RAM

2047 : ROM

2100 :像素部分

2101 :信號線驅動器電路

2102 ：掃描線驅動器電路

2103 :信號線

2105 :像素

2111 :開關電晶體

2112：液晶元件

2113：儲存電容器

2121 :選擇電晶體

2122 :發光元件

2123 :顯示控制電晶體

2129 ：顯示面板形成區域

2130 :像素形成區域 

2131 :信號線驅'動器電路形成區域 

2132 :掃描線驅動器電路形成區域

220 1 :半導體層 

2202 :掃描線 

2203 :信號線

2204 :像素電路

2 2 0 5：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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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 :電晶體

2207 :電晶體 

2200 :基板 

2212 :閘極電極 

2213 :閘極絕緣層 

2214 ：層間絕緣膜

2215 :柱形隔離件 

2216 :取向膜 

2220 :相對基板

222 1 :相對電極

2222 :取向膜

2223 :液晶層

22 11 :高濃度雜質區

240 1 :選擇電晶體

2402 :顯示控制電晶體 

2403 :掃描線 

2404 :信號線 

2405 :電流供應線 

2406 :像素電極 

2400 :基板 

2408 :半導體層

2409 :電極 

2410：閘極電極 

2411 :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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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半導體層

2413 ：通道形成區

2414 : ρ型高濃度雜質區

2 4 15 :絕緣層

2417 ：層間絕緣膜

2419： EL 層

2418 :絕緣分割層

2420 :相對電極

242 1 :相對基板

2422 :樹脂層

1901 :行動電話

1 902 :顯示部分

1 903 :操作開關

1911 :數位播放器

1912 :顯示部分

1913 :操作部分

19 14：耳塞

1921 :電子書閱讀器

1 922 :顯示部分

1 923 :操作開關

1 800 :行動電話

1801' 1802 :殼體

1 805 :顯示部分

1 8 06 :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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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7 :微音器

1 8 0 8：操作鍵

1 809 ：指標裝置

1810 ：相對鏡頭

1811 :外部連接端子

1812 :耳機端子

1815：鍵盤

1816：外部記憶體插槽

18 17：相機鏡頭

1818 :燈

200 :玻璃基板 

2 0 1 :單晶矽層 

202-204 :膜

319 ：半導體基板

320 ：雷射光束

3 5 0 :探測光

324 :腔室

3 23 :工作台

325 :箭頭

326-328 :窗 口

3 29 :供氣埠

3 3 0：排氣埠

3 3 2 :半反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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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光學系統

3 3 4：光檢測器

3 52：反射鏡

3 5 3 :光纖

3 54 :準直儀

3 5 5 :光檢測器

3 60 :探測光

210 :雷射束來照射區域

211 :探測光照射區域

212 :光束分佈

211a、 211b、 211c：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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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之名稱：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以透過激勵氫氣而產生並用離子摻雜設備加速的離子 

來照射單晶半導體基板，從而形成包含大量氫的損傷區。 

在接合單晶半導體基板和支持基板之後，加熱單晶半導體 

基板，以沿損傷區分離。在加熱與單晶半導體基板分離的 

單晶半導體層的同時，採用雷射光束來照射該單晶半導體 

層。透過經由雷射光束照射熔融，單晶半導體層經過再單 

晶化，從而復原其結晶度，並對單晶半導體層的表面進行 

平面化。

六、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之名稱： METHOD FOR MANUTACTURING 
SEMICONDUCTOR DEVICE

A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is irradiated with ions that are 

generated by exciting a hydrogen gas and are accelerated with an ion doping apparatus, 

thereby forming a damaged region that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hydrogen. After the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and a supporting substrate are bonded, the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is heated to be separated along the damaged region. 

While a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layer separated from the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is heated, this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layer is irradiated 

with a laser beam. The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layer undergoes 

re-single-crystallization by being melted through laser beam inadiation, thereby 

recovering its crystallinity and planarizing the surface of the single crystal 

semiconductor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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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七 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5A）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123 :箭頭

100 支持基板

1 1 3 第一絕緣層

1 1 4 第二絕緣層

1 1 7 單晶半導體層

122 雷射光束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 

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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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用由一離子摻雜設備加速的離子照射一單晶半導體基

板，以在距離該單晶半導體基板的表面的預定深度的區域

中形成一損傷區；

在一支持基板和該單晶半導體基板這二者的至少其一

之上形成一緩衝層；

• 將該支持基板和該單晶半導體基板設置成互相接觸 ，

而該緩衝層夾在該支持基板與該單晶半導體基板之間，以

使該支持基板和該單晶半導體基板相互接合；

透過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基板以在該損傷區中產生一裂

紋，以使該單晶半導體基板與該支持基板分離，從而形成

與該單晶半導體基板分離的單晶半導體層在其上固定的一 

支持基板；以及

在藉一加熱氣體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同時用雷射光

• 束來照射固定在該支持基板上的該單晶半導體層 > 以熔融

該單晶半導體層，從而進行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再單晶化。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透過在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同時用該雷射光束照 

射該單晶半導體層，使該單晶半導體層中由該雷射光束照 

射的區域的表面及該表面附近熔融。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

其中，透過在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同時用該雷射光束照 

射該單晶半導體層，該單晶半導體層中由該雷射光束照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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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在深度方向部分被熔融。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透過在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層的同時用該雷射光束照 

射該單晶半導體層，該單晶半導體層中由該雷射光束照射 

的區域在深度方向全部被熔融。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當用該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時 > 在等於或 

高於400°C和等於或低於該支持基板的應變點的溫度加熱 

該單晶半導體層。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當用該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時，在等於或 

高於400°C和等於低於65 0°C的溫度加熱該單晶半導體 

層。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透過用該雷射光束進行照射，將該單晶半導體層熔 

融200奈秒至1 000奈秒。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其中，在等於或高於400°C和等於或低於該支持基板的應 

變點的溫度加熱該單晶半導體層在其上固定的該支持基 

板，同時用該雷射光束照射固定在該支持基板上的該單晶 

半導體層。

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 ， 

其中，在等於或高於450°C和等於或低於65 0°C的溫度加 

熱該單晶半導體層在其上固定的該支持基板，同時用該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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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光束照射固定在該支持基板上的該單晶半導體層。

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在惰性氣體氣氛中用該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 

導體層。

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該惰性氣體是氮氣或稀有氣體。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 法，其中，該惰性氣體具有30 ppm或更小的氧氣濃度。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透過激勵氫氣而產生含 H3 +的電漿，並用包含 

於電漿中並被加速的離子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基板，從而形 

成該損傷區。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該支持基板的應變點爲650°C至690 9。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 法，其中，該支持基板是玻璃基板。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該支持基板是下列基板之一：無鹼玻璃基板

（產品名爲 AN100 ）、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爲 

EAGLE2000 （註冊商標））、和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及 

爲EAGLE XG （註冊商標））。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該雷射光束在照射表面上具有線形、正方形和 

矩形這三者之一的截面形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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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年η月&日劃^貝條）

18. —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將一單晶半導體層隔著一緩衝層固定在一玻璃基板 

上；以及

在藉一加熱氣體於等於或低於該玻璃基板的應變點的 

溫度加熱固定在該玻璃基板上的該單晶半導體層，同時用 

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部分，以熔融上部而保 

留下部的單晶區域，從而進行將該上部再單晶化成具有與 

該下部的單晶區域相同的晶體取向的單晶態。

19. 一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將一單晶半導體層隔著一緩衝層固定在一玻璃基板 

上；以及

在藉一加熱氣體於等於或低於該玻璃基板的應變點的 

溫度加熱固定在該玻璃基板上的該單晶半導體層，同時用 

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部分，以熔融該單晶半 

導體層中用該雷射光束照射的區域，從而進行使之成爲具 

有與由該雷射光束照射的該區域相鄰的區域中的單晶態相 

同的晶體取向的單晶態的再單晶化。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

其中，該雷射光束在照射表面上具有正方形、矩形和 

線形這三者之一的截面形狀 > 以及

其中，移動該單晶半導體層在其上固定的該玻璃基 

板，同時用該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的該部分 。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4-



1450337
■

第。97138722號 际肩斷司民國1°2年12月12日修正

造方法，其中，透過用該雷射光束照射該單晶半導體層 ，

進行該熔融部分的再單晶化並復原該熔融部分中的缺陷。

2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玻璃基板是下列基板之一：無鹼玻璃基 

板（產品名爲 AN100 ）、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爲 

EAGLE2000 （註冊商標））、和無鹼玻璃基板（產品名及 

爲EAGLE XG （註冊商標））。

• 2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能夠防止 

鈿進入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阻擋層。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氮化矽膜 

或氧化氮化矽膜。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接合於該

• 玻璃基板或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接合層。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透過氧化 

該單晶半導體層而得到的一氧化膜。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接合於該 

玻璃基板或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接合層以及能夠防止鈿進 

入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阻擋層。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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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接合於該

玻璃基板的一接合層、與該單晶半導體層接觸的一絕緣 

膜、以及能夠防止鋪進入該單晶半導體層的一阻擋層，該 

阻擋層形成在該接合層與該絕緣膜之間。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8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與該單晶半導體層接觸的該絕緣膜是氧化矽膜 

或氧氮化矽膜。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8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與該單晶半導體層接觸的該絕緣膜是透過氧化 

該單晶半導體層而得到的一氧化膜。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8項的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方 

法，其中，該阻擋層是氮化矽膜或氧化氮化矽膜。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8、或19項的半導體裝置 

的製造方法，其中，該緩衝層具有多層結構，並包括與該 

單晶半導體層接觸的一絕緣膜，該絕緣膜包含鹵素。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