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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有關於一種半導體基板材料·且更特定地係 

有關於一絕緣層上覆錯(Ge-on-insulators, GOI)基板材 

料，及形成一種 GOI基板材料以及絕緣層上覆矽錯 

(SiGe-on-insulators, S GOI)基板材料的方法。本發明亦有 

關於至少包括本發明該GOI基板材料的半導體結構。

【先前技術】

在半導體產業中，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對電子或電洞來 

說，鎧(Ge)都較矽具有更高的載體移動性。但儘管赭具有 

較高的載體移動性，一般並不使用錯基板來製造金屬氧化 

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MOSFETs)，此係因一般的氧化錯品 

質不佳之故。

矽產業的演進也帶動了以高k值介電材料(即，介電常 

數大於二氧化矽者)作為 MOSFETs閘極絕緣層的技術發 

展。該高k值介電材料被預期可和錯並用，藉以排除在實 

現一以鎧為基礎的FET技術上的障凝。除了具有高的電子 

及電洞移動性外,鎖具有較矽而言諸如低接觸抗性及低摻 

雜活化溫度等其他優點·因此有助於形成淺接合區 

(shallow junctions)。

以矽絕緣層(SOI)基板所獲得的高元件效能也可以絕 

緣層上覆錯(GOI)基板來達成。此外，由於目前製造廠均配 

備有設計來處理矽基板的設備*因此較佳是在一矽晶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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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GOI堆疊層。^

也可以鳍來實現一般常用的諸如1.3微米或1.55微米 

波長的快速光偵測器。一實施於一 GOI基板上的錯光學二 

極體可被設計成'在一特定波長下具有低寄生電容·及高量 

子效率。在這類結構中，可以一巴氏鏡(Bragg mirror)取代 

該絕緣層以進一步增加該光偵測器的反應性。因矽在這些 

波長下是可穿透的，因此在具有一錯二極體的矽晶圓上進 

行背側照明乃是可行的。

氧化錯品質不佳也使得非常難將錯以直接鍵結方式鍵 

結在二氧化矽上，此係因錯和二氧化矽間的黏附性極差之 

故。在考量氧化錯時的另一項限制是，錯的熔點溫度相當 

低(約937°C)，迫使操作時必須使用較低鍵結溫度(約650 

°C或更低溫)。另一個在使用氧化錯時會出現的問題是氧化 

錯會溶於水，因此當以水溶性基質清洗時，會造成氧化鎧 

的 損

另一種製造GOI基板的可能方式是使用SMARTCUT 

技術(揭示於 Colinge, J -P, Silicon-on-Insulator 

Technology, 2nd E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 97.)。在 SMARTCUT 技術中，係將一錯晶圓上(即，該 

捐贈晶圓)的一層绪薄層轉移到一處理晶圓上。該靖晶圓典 

型係包括一形成於其上的氫植入區。該錯晶圓係鍵結至一 

處理晶圓上，並執行一退火步驟以強化該初始鍵結並在氫 

植入物的深度處獲得一泡室結構(blistering)。結果，該錯 

層會與該錯捐贈晶圓分離並保持鍵結至該處理晶圓。該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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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晶圓在鍵結後並未喪失，仍可被重複使用多次-以作 

為該GOI基板材料後續鍵結來源。

儘管SMARTCUT技術可用來製造 GOI基板材料，但 

前述氧化錯的問題仍然存在。因此，亟需提供一種新的、 

且改良的可避免形成氧化赭之GOI基板材料的製造方法。

【發明內容】

本發明提供一種 GOI基板材料的製造方法 ' 以所述方 

法製備之該GOI基板材料，及至少包括本發明GOI基板材 

料的各種結構。

需知在本發明中，「GOI基板材料」一詞代表一種結 

構，其至少包括一半導體式或非半導體式的基板，一位於 

該基板上方的埋設的絕緣層'及一含鎧層(較佳是 錯)其 

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上方。在本發明該GOI基板材料中, 

該含錯層又可以指該GOI層。該GOI層是本發明基板材料 

中形成元件的層。

詳言之，本發明第一態樣是一種製造一單晶GOI基板 

材料的方法。本發明方法包括使用一介於該含錯層與該埋 

設的絕緣層之間的中間黏性層(intermediate adhesion 

layer)。該中間黏性層的存在可改善含錯層與其底下埋設 

的絕緣層之間的鍵結強度。若沒有這層中間黏性層’該含 

鎧層與其底下埋設的絕緣層之間 的鍵結強度一般來說非常 

差。特別是當該含鎧層係欲鍵結到二氧化矽層上'更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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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發明一實施例中，可使用表面粗造化處理（surface

roughing）來增加該含錯層與其底下埋設的絕緣層之間的

鍵結強度。此種方式讓該含錯層可與其底下埋設的絕緣層

之間-進行直接鍵結。該表面粗造化處理可在 有或無該 中間

黏性層的存在下使用。

本發明第二態樣是提供一 種GOI結構 。本發明 GOI

結構包括一含錯層*其係藉由 鍵結至

設的絕緣層上 °此外,本發明 GOI 結構包括 埋設的

層、一位於該 埋設的絕緣層之 表面的中

一位於該中間 黏性層之一上表 含銘■層。 埋設的

層係位於一半 導體式或非半導體式基板的一上表面。

本發明 三態樣是提供一種GOI結構' 中一含鎧層

一埋設 絕緣層直接接觸。在此態樣中 爲了提高含

與其底 埋設的絕緣層之間的鍵結強度 —欲被鍵結

埋設的 絕緣層的鎧捐贈晶圓的含鎧表面 在其鍵結至

該埋設的絕緣層之前·係先被施以粗糙化處 °在本發明

係與

鎧層

至該

-中

一上

面的

間黏性層 而

間

該

—埋

絕緣

黏性層 、及

絕緣

第

的

下

其

理

某些實施例中，一中間黏性層係介於該經粗糙化處理的含 

錯表面與該埋設的絕緣層之間。

本發明第四態樣是提供一種併入了一埋設的巴氏鏡 

（Bragg mirror）之GOI結.構。本發明該結構可作為製造_含 

錯光偵測器（例如'-P-i-n光學二極體）的一中間結構。當 

自上方照射該含錯光偵測器時'被吸收的光子可被轉變成 

一光電流。第一次通過該偵測器而未被吸收的光子係從該 

埋設的巴氏鏡被反射回去,並可再次通過該含錯光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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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因而可提高該含鎧光偵測器的有效吸收厚度。用於本 

發明GOI結構中的巴氏鏡包含至少兩（或更多）對可交錯對 

調的介電層該兩對可交錯對調的介電層中的每一介電層 

具有一不同的折射率。該巴氏鏡的功用係作為在該GOI結 

構中的一電子絕緣層。

本發明第五態樣是提供一種併入了一埋設的擴散鏡

（diffusive mirror）之GOI結構。在此GOI結構中‘該擴散 

鏡；係位於兩絕緣層之間。該擴散鏡可降低對波長的依賴

度，該對波長的依賴度乃係巴氏鏡的特徵之

系本發明第六態樣是提供一種具有 一單立方晶 GOI

偵測器與一單立方晶系含矽電路的晶 圓。該含錯

及一電路（例如一放大器）之單立方晶 系集成，可

問題且容許藉由形 成光學陣 列的方式 來實現平行

光偵測

消

的

光

器

除封

光學

裝

聯

通通道。

本發明第七態 樣是提供 種SGOI結構及藉 熱混合

方式形成該s 10 G 結構的 法。在此製程中， 含錯層係

首先被形成在一矽層上方 該矽層係位於一可 抗鎧擴散

之阻障層上方。之後,在 一可容許錯在該矽層 與該含鎧層

之間擴散的溫度下執行一 加熱步驟,藉以形 一實質放鬆

方

電

由

成

的、單晶矽鎧層於該阻障層上方。需知該實質放鬆的單晶 

層係由一均質混合物所形成'該均質混合物包括該含鎧層 

與該含矽層。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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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提供一種製造一 GOI基板材料的方法，該 GOI 

基板材料本身，及包括該GOI基板材料的結構將參照以下 

說明及附隨圖示詳細說明如下。在附隨圖示中1相同及/ 

或相應的元件將被標以相同的編號。 一

另外，本發明圖示並非按照比例呈現，舉例來說，為 

說明之故，示於圖示中的粗糙表面係被誇大了。實際上, 

該粗糙表面必須在顯微鏡下才看得出來，肉眼並無法分辨 

其中的差異。

首先參照第1圖，其顯示在本發明一可能的GOI基板 

材料10。詳言之，該GOI基板材料10包括一基板12；— 

埋設的絕緣層14，其係位於該基板12之一上表面的；— 

中間黏性層16，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14之一上表面； 

及一含錯層18，其係位於該中間黏性層16之一上表面°

在某些實施例中，基板 12包含任何半導體材料’例 

如，Si、SiGe、SiC、SiGeC、Ge、Ge As、In As、InP 及其 

他第III/V族或第II/VI族化合物之半導體。較佳是*該基 

板12是一種含矽基板。用於本發明全文中之該「含矽基板 

(Si-containing substrate) j —詞代表至少包括矽的半導體 

材料。例示性的範例包括，但不限於:Si' SiGe' SiC' SiGeC ；

Si/Si、Si/SiC、Si/SiGeC， 

氧化物區(連績的5不連續 

內。

該基板12可併入一拉 

板12可以是任何一種晶形

且其可包含任何數量之埋設的

的或連續與不連續的混合)於其

緊的及未拉緊的層之組合。該基

方向，包括，例如»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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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00）»

在某些實施例中，用於本發明之基板12可視該 GOI 

基板材料的最終應用而有所變化。一般來說，該基板 12 

的厚度係大於該埋設的絕緣層14或該含錯層18的厚度。 

舉例來說，該GOI基板材料10的基板12之厚度介於約100 

微米至約2000微米間，對200微米的晶圓來說，其厚度以 

約500微米至約900微米最佳。

用於本發明之埋設的絕緣層14，並不限於：晶形或非 

晶型氧化物和/或氮化物。在本發明某些實施例中*埋設的 

絕緣層14是一種可阻絕錯擴散的阻障層。在在本發明其他 

實施例中，該埋設的絕緣層1 4則是二氧化矽層。

用於本發明之埋設的絕緣層 14可視用來形成這些層 

的製程與所用絕緣層類型而有所變化° 一般來說’GOI基 

板材料1 0的該埋設的絕緣層1 4的厚度係介於約1奈米至 

約1000奈米間，典型是具有一介於約5。奈米至約200奈 

米的厚度最佳。

在本發明某些實施例中係使用該中間黏性層16以於 

該含錯層18及該埋設的絕緣層14之間獲致一強的鍵結° 

用於本發明之該中間黏性層16包括任一種可和該含錯層 

及該埋設的絕緣層兩者相容，且會在該兩層間形成強鍵結 

之材料。可用來實施該中間黏性層16的材料的例子包括’ 

但不限於：諸如單晶矽、多晶矽、非晶矽（a： Si）、表矽 

（epi-Si） ' SiC及包括其之多層的組合。需知當使用非晶矽 

（a : Si）時，可以下述的退火步驟將大部分的非晶矽（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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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成一多晶矽層・。

該中間黏性層16可具有多種厚度，只要其可於覆蓋其 

上的含錯層18及底下埋設的絕緣層14間形成鍵結即可。 

典型狀況是，該中間黏性層16的厚度係介於約°.5奈米至 

約500奈米間，更典型係介於約1奈米至1°奈米間的厚度。

在使用二氧化矽作為該埋設的絕緣層 14 的實施例 

中，該中間黏性層16典型係一薄的矽層。在這種情況下’ 

矽會與埋設的二氧化矽絕緣層14在一表面上形成一强的 

鍵結，並在另一表面上與含錯層18形成一強的鍵結°

藉由使用該中間黏性層16可解決在形成GOIs時兩個 

非常大的問題：（1）錯形成品質極差且可溶於水的氧化物 ' 

及（2）該錯的低熔點溫度迫使只能進行低溫鍵結°舉例來 

說，當一矽層係被當作一中間黏性層16使用且二氧化矽係

作 為 該 埋 設 的 絕 緣 層 X時，鍵結係發生在一矽表面 及 -'二

氧 化 矽 表 面 上 ο 該 矽 -二 氧化矽鍵結可在低溫下（＜6C)0°C )被

形 成 ο

此 外 因 該 中 間 黏 性層16係與該含錯層18間 有 密切

的 接 觸 因 此 結 構 中 不 會存在氧化錯。如此將可排 除 當該

結 構 在 稍 後 被 圖 案 化 以 形成元件時的任何製程上的 問 題。

此 外 對 亟 需 ■ 薄 的 G 01層之 GOI MOSFETs來說 ί 排除

氧化錯即可克服在錯/絕緣層介面間存在的介面狀態與電 

荷。鄰近元件之這類電荷的存在會導致在該GOIMOSFETs 
上不欲求的罰值電位（Vt）變動。

該GOI基板材料10上的含錯層包括任一者不會與一 

10



1331777

絕緣材料形成強鍵結的材料。因此'該含錯層18可以'是一 

種矽鎧合金層或一 錯層。「矽錯合金」一詞包括含有高達 

99.99原子百分比的錯的矽錯合金，其中包含純錯的層中 

包括100原子百分比的錯。但是，一無論是該矽錯合金或純 

錯可能包含雜質，也是一般習稱的雜質'有稱為摻雜物' 

藉以控至該墨層的導電型墨層；或形成一電子結構,例如 

p-n接核區。在一較佳實施例中,該含者層18包括純錯° 

在本發明另一較佳實施例中，該含者層18是一矽錯合金' 

其中錯的含量係約10%或更高。

用於本發明中該含者層 18的厚度視用來形成這些層 

的製程與所用錯材料類型而有所變化° 一般來說’對於 

MOSFETs的製造，該G0I基板材料1。之含鎧層18的厚度

係介於約3奈米至約100奈米間 典型是具有一介於約5

奈米至約30奈米的厚度最佳。對一錯光偵測器的應用來 

說，該膜層的厚度主要由在錯中的光吸收長度來決定°例 

如，在錯中波長約1300奈米和850奈米的光的吸收長度分 

別約為1 340奈米及298奈米。

第1圖所示出之每一層的組合成分與其他物理特徵也 

適用於其他圖示。

在第2圖所示的結構中，表面粗糙度15係用來增加該 

埋設的絕緣層14與該含錯層之間的鍵結能量。表面粗糙度 

係發生在微米等級，因此若沒有顯微鏡(例如’原子力顯微 

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的幫助'並無法以肉 

眼區分其中的差別。表面粗糙度可藉由’例如’以氫氣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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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濺鍍一鎧捐贈晶圓表面的方式來達成。該濺鍍會移除 

該錯捐贈晶圓表面上的天然氧化鎧’因此會使表面粗糙。 

表面粗糙度製程的細節將詳述一於下。

在本發明某些實施例中'可同時使用一中間黏性層16 

及該粗糙表面15，如第3圖所示的GOI基板材料10°

需知第1-3圖顯示出本發明基本的GOI基板材料°每 

一圖中GOI基板材料共通的一點是在一埋設的絕緣層14 

上方有一含錯層18。介於該含錯層18°與該埋設的絕緣層 

14之間的鍵結可因該中間黏性層16、該表面粗造度15或 

兩者的存在而獲得改善°該元件係以習知技術來形成°

特定言之，第4圖示出一可和一埋設的巴氏鏡22 —同 

用來製造一錯光偵測器之內含 GOI的結構°該內含 GOI 

的結構包含一基板12、一埋設的巴氏鏡22、及一含錯層 

18。該巴氏鏡22（其係用來取代第1-3圖中所述之埋設的 

絕緣層14）包含一對可交錯對調的介電層24及26，其分別 

具有不同的折射率鱼及η?。該巴氏鏡也可包括半對’即該 

對可交錯對調的介電層之一者。舉例來說’可能有具有1'5 

對的巴氏鏡，這類巴氏鏡係由一對介電層加上一額外的介 

電層（與構成下一對之第一層類似）所組成。圖示中顯示出 

具有兩對再加半對的一巴氏鏡°

介電層24及26，在此也稱為埋設的絕緣層，可包含 

任一種介電材料1包括例如'氧化物、氮化物和/或氧氮化 

物。在本發明一實施例中，介電層24及26包含一堆疊的 

二氧化矽層與Si3N4層°需知'雖然圖上只繪示出兩對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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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對調的介電層（加上另一對的一半）＞ 本發明 以複數對 

可交錯對調的介電層來實施GOI結構。所形成介電層對的 

數目會影響該鏡子的反射性。鏡子中建入愈多對'鏡子的 

反射性將會愈高。舉一例，具有3.5對SiO2/聚矽的鏡子典 

型會反射90%以上有興趣之波長的光線。

第5圖示出一可與一埋設的擴散鏡一起來製作一錯光 

偵測器之內含GOI的結構。該內含GOI的結構包含一基板 

12 ' 一埋設的擴散鏡28其係分別位於一頂部絕緣層 14t 

及一底部絕緣層14b之間、及一含錯層18。爲獲得光的擴 

散反射，將該鏡28加以波浪化處理。該埋設的擴散鏡28 

可由一諸如鎬或鈴之類的材料來製成。

第6圖顯示一單立方晶系集積晶片，其包含一本發明 

之GOI結構。該晶片包含一含矽的，即含矽或矽錯之電路 

30 ； 一絕緣層，即該埋設的絕緣層或一鏡子堆疊32 ；及一 

GOI光偵測器34。相較於雜合集積，藉由單立方晶系集積 

該具有含矽電路之光偵測器可降低寄生電容的誘發與電 

容。此外，可藉由習知的矽錯製程來實施一緊密陣列之偵 

測器的製造。

第7及8圖顯示藉由熱渴合而將 GOI基板材料10轉 

變成一絕緣層上覆矽鎧晶圓（第9圖）的兩個例子。詳言 

之，第7圖示出一GOI基板材料10其包括一基板12；- 

位於該基板12之一上表面的埋設的絕緣層14； 一中間黏 

性層16，其係由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14之一上表面的非 

晶型矽所構成；及一含鎧層18，其係位於該中間黏性層1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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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上表面。雖然未於圖上示出，但其中可能存有粗糙表 

面°

第8圖示出一 GOI基板材料10其包括一基板12； — 

位於該基板12之一上表面的埋設的絕緣層14；-中間黏 

性層16，其係由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14之一上表面的多 

晶型矽所構成；及一含錯層18，其係位於該中間黏性層16 

之一上表面。雖然未於圖上示出 > 但其中可能存有粗糙表 

面。

可使用熱混合而將該晶圓轉變成一絕緣層上覆矽錯 

（SGOI）晶圓或GOI晶圓，同時介面上不會留存任一矽層。 

為了將黏附的矽層轉變成一富含鎧的SGOI（第9圖），在一 

惰性環鏡下將該GOI結構（第7-8圖）進行退火。爲獲得一 

不含矽的 GOI結構，在一含氧的惰性環鏡下將該晶圓（第 

7-8圖）進行退火。在後面的情況下，該矽層將被氧化而在 

氧化物（絕緣層）上留下純矽。熱混合所需的退火溫度非常 

接近系統的溶點且係以矽與錯元素兩者的比例來決定。

在第9圖中，元件符號12代表該基板，元件符號14 

代表該埋設的絕緣層且元件符號 25代表實質放鬆的矽錯 

合金層。

在熱混合過程中，該加熱步驟係在可容許鎧擴散通過 

矽黏性層及該含錯層的溫度下執行 > 藉以在該埋設的絕緣 

層上方形成一幾乎放鬆的單晶矽錯層。需知該幾乎放鬆的 

單晶層係由該含錯層18及該含矽層16的均質混合物所組

成。

14



1331777

可用於本發明之熱混合的完整討論及條件參見，例 

如，同時提申且受讓於本案申請人之美國專利申請案第 

1 0/055,138 號，標題「Method of Creating High-Quality 

Relaxed SiGe-on-Insulator for Strained Si CMOS

Applications j，申請日2002年1月23日；及同時提申且

受讓於本案申請人之美國專利 

題「Method For Fabrication of 

on Silicon-on-Insulators and 

Same」，申請日2002年1月4 

案申請人之美國專利申請案第 

Quality SGOI by Annealing

申請案第1 0/037,6 1」號，標 

Relaxed SiGe Buffer Layers

Structures Containing the 

日；及同時提申且受讓於本 

1 0/448,948 號，標題「High

Near The Alloy Melting

POint j ＞申請日2003年5月30 θ ；及同時提申且受讓於 

本案申請人之美國專利申請案第1 0/448,954號，標題「SiGe

Lattice Engineering Using a Combination of Oxidation,

Thinning and Epitaxial Regrowth j » 申請日 2 0 0 3 年 5 月 30

a。這些文獻的內容以參考文獻方式併入本文中。

該

面

良

以下將參照第10至17圖來詳 來製造

GOI基板材料的基本處理步驟。 方法使

粗糙化處理及 中間黏性層，但以 輕易的

以排除該表面 粗糙化處理步驟或 中間黏

細 說 明 用 第 3 圖

雖

下

不

然

方

使

所

法

用

示

可

該

用 了 表

加 以 改

性層，

以提供第1及2圖之GO I材料。上述各種結構可使用基本

的處理步驟或與習知技術■一起來製作每一上述元件。

第10圖示出可用於本發明之該初始含錯捐贈晶圓

100。此初始含錯捐贈晶圓100的一部分將被當作最终GO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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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材料中的含錯層18。該含錯捐贈晶圓100的一表面係 

使用留知技術加以粗糙化。舉例來說 > 可藉由濺鍍上氫或 

其他惰性氣體的方式來達成表面粗糙化的目的。濺鍍可自 

始含鎧捐贈晶圓100上移除天然的氧化物並可將表面粗糙 

化，如第11圖所示。該表面粗糙化步驟係選擇性實施的 ，

且並未用於本發明所有實施例中。

之後可在該濺鍍的 乾淨鎧表面上形成 如矽的

黏性層 ，藉以提供如第 1 2圖所示結構。該 黏性層

成典型 係在不中 情況下與濺鍍相 製程室

用來形成 性層 16的方法 包括任何一

沉積製程， 氣相沉積、物理 氣相沉積、

化學氣相沉積、 取向附生(epitaxial)生長法、化

斷真 空 的

行

可 該中 間 黏

知 的 例如 化學

-諸

中間

同的

強 化

中

的

中

間

形

執

種習

電 漿

學 溶

液 沉 積、原子層沉積、揮發及濺鍍等。該中間黏性層 1 6

的厚 度典型係約 100奈米，但可視最终應用來調 高 或 降

低。舉例來說，典型需要將一較厚的黏性層16以熱 合混 方

式而將GOI層轉變成一 SGOI層。在某些實施例中 中該

間黏性層16係選擇性存在的。

在該黏性層16表面上形成一埋設的絕緣層14以提供 

第13圖所示的結構。如上述，該埋設的絕緣層14可以是 

一種氧化物或氮化物，但又以諸如二氧化矽之類的氧化物 

最佳。該埋設的絕緣層14可由諸如化學氣相沉積、物理氣 

相沉積、電漿強化化學氣相沉積、取向附生(epitaxial)生 

長法、化學溶液沉積、原子層沉積、揮發等沉積製程來形 

16



1331777

成。或者，該埋設的絕緣層14可藉由熱氧化或氮化製程來 

形成。該埋設的絕緣層14的形成典型係在不中斷真空的情 

況下與形成該黏性層16相同的製程室中執行。也可沉積一 

些額外的層，以實現一介電巴氏鏡。也可在此處形成一擴 

散鏡。

在本發明某些實施例中，可在笫L3圖的堆疊薄層上選 

擇性的沉積一低溫氧化物（LTO）（未示出）。在某些實施例中 

該LTO層係作為一介於該第13圖堆疊層及該基板12間的 

「黏膠」。該 LTO 係以沉積製程來形成*例如化學氣相沉 

積、物理氣相沉積、電漿強化化學氣相沉積、化學溶液沉 

積、原子層沉積、揮發等沉積製程。

需知上述各種沉積製程並不需要在同一製程室中進 

行，但較佳係在具有可進行沉積蝕刻或潔淨製程之特殊沉 

積室的叢集工具中進行。

之後以傳統的平坦化製程（例如，化學機械研磨＞ CMP） 

將該埋設的絕緣層14之暴露表面或該選擇性沉積的LTO 

層加以平坦化，以獲得一如第14圖所示的平坦表面。

之後，以氫離子（H + ）102植入第14圖的結構，以在該 

結構中創造出一富含氫聲子的範型。在氫植入製程中的結 

構，係如第15圖所示。植入步驟中氫的劑量典型係介於 

lxl015cm-2 至約 lxl0’7cm-2，更典型係介於 3xl016cm-2 至 

約4xl016cm*2間。該植入的能量可定義出該轉移層的厚 

度。舉例來說，轉移一 360奈米厚的錯層需要約1000 keV 

的氫植入物能量。植入的氫典型係在約0°C至約100°C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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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進行，較佳係在約20°C至約40°C下。植入能量定義出 

可自該含錯晶圓100上轉移之該含绪層18的厚度。

之後，以習知的表面處理技術來處理及清潔第15圖所 

示結構的研磨表面，亦即，該埋設的絕緣層14，以及一基 

板12。該表面處理包含以親水性或疏水性藥劑來處理一表 

面或兩個表面。將該錯晶圓10Q翻面並放在基板12上方。 

第16圖中的箭號代表翻面的方向。依據本發明，第15圖 

經清潔及處理過的表面翻轉放在基板12上方，使得該埋設 

的絕緣層14之暴露表面係位於該基板12的一表面上。

用於本發明中的鍵結製程包括在有或無一外力存在的 

情況下，使該兩晶圓於正常室溫下接觸。「正常室溫」一詞 

代表從20 °C至4 0 °C的溫度範圍。爲強化鍵結並引起含鎧捐 

贈晶圓的一部分發生欲求的裂開分離，可施加下列的退火 

步驟。

一開始，在第一溫度下執行可強化該基板12與該埋設 

的絕緣層14之間鍵結的一第一退火步驟。詳言之，該第一 

退火步驟其是在約100°C至約300°C的溫度下實施，又以在

2 00 °C至約250°C之間的溫度為更佳。又，該第一退火步驟

是在惰性氣體 

之混合物。在 

氣體加以稀釋

環境下實施， 

某些實施例，

。該第一退火

例如氛、凱、氯

該惰性氣體環境

步驟典型係執行

、氫、氤或其

中可以一含氧

約1小時至約

4 8小時，又以約3小時至約2 4小時更佳。該第 一退火步

驟可以一能達到欲求溫度的單一速率進行,或者以多種速 

率進行，或有有或無週圍環境氣體存在下執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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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第一退火步驟之後，則執行一可將該錯晶圓100 

分裂110的一第二退火步驟，藉以留下一適當厚度的含錯 

層18。該第二退火步驟其是在約2 5 0°C至約40 0°C的溫度 

下實施，又以在3 00 °C至約3 75 °C之間的溫度爲更佳。又， 

該第二退火步驟是在惰性氣體環境下實施，例如氛、氛、 

氯、亂、氤或其之混合物·。該第二退火步驟的實施環境可 

和該第一退火步驟的實施環境相同或不同。在某些實施 

例，該惰性氣體環境可以一含氧氣體加以稀釋。該第二退

火步驟典型係執行約1小時至約 48小時，又以約2小時至

約6小時更佳。該第二退火步驟 可以一 能達到欲求溫度的

單一速率進行，或者以多種速率 或有有或無週圍環進行，

境氣體存在下執行。

在該第二退火步驟之後，則在第三 溫度下執行可進一

步強化該基板12與該埋設的絕緣層14 之間鍵結的一 第三

退火步驟。詳言之，該第三退火步驟其是在約500°C 至約

900°C的溫度下實施，又以在5 00 °C至約8 5 0°C之間的 溫度

為更佳。又，該 火步驟是在惰性氣體環境下實

例如氛、氤、氯 気或其之混合物。在某些實施例，

該惰性氣體環境 一含氧氣體加以稀釋。該第三退火

步驟典型係執行 時至約48小時，又以 約2小時至約

5小時更佳。該 火步驟可以一 欲求溫度的單

一速率進行*或者以 多種速率進行, 或有有 或無週圍環境

第

中

約

三退 施，

氫

可 以

1 小

第一 退 能達到

氣體存在下執行。

第17圖示出在 第二退火步驟期 間當一 部分的含錯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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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裂開時的結構。該裂開係發生在該富含氫離子的區域， 

留下一含矽層18。上方連接至該含錯捐贈晶圓100之一部 

分的箭號110示出裂開的部分。

退火後，該含鳍層18可選擇性的以CMP加以研磨。 

最後的結果示於第3圖。

第18圖示岀二GOI樣品的高解析度X光繞射圖，該 

GOI樣品係以上述方法製成。該圖顔示出一來自矽基板的 

繞射波峰,及另一來自單晶錯層的繞射波峰。兩波峰係以 

一空間角度ΑΟβ分開。該分隔角度表示該錯層在移轉至 

該矽晶圓後仍可維持其整體的晶格（亦即，其未被拉緊）。 

由於其為落層之故，預期該錯繞射波峰會比該矽基板來得 

寬。需知在該等繞射峰之間有一偏移值（△©），代表在該 

基板之（001）晶面與鍵結的GOI層間並非完全對準的。此未 

對準現象係肇因於晶圓上一無心的缺口，且係晶圓鍵結中 

一典型的結構特徵。

雖然本發明已用本發明之實施例被明確地示出及說 

明，但熟習此技藝者將可瞭解的是上述在形式及細節上之 

其它形式與細節上的改變可在不偏離本發明的範圍及精神 

下被達成。因此，本發明並不侷限於所示及所說明的特定 

形式與細節，而是落在由以下的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的範 

圍內。

【圖式簡單說明】

第1圖為本發明一錯絕緣層（GOI）結構的示意圖（橫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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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圖），其係以一中間黏性層來使該含鎧層與該埋設的絕緣 

層間可達到強的鍵結。

第2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錯（GOI）結構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一含錯層的表面係被粗糙化以提高該含 

鎧層與該埋設的絕緣層之間的鍵結強度。

第3圖金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鎖（GOI）結構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使用了表面粗糙化處理及一中間黏性層。

第4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錯（GOI）結構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一巴氏鏡係位於該含錯層下方。在圖示 

中，該巴氏鏡包括多個具有兩種不同折射率之兩種可互相 

對調的材料。

第5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鎧（GOI）結構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一擴散鏡係位於該GOI層下方；該擴散 

鏡係位於兩絕緣層之間。

第 6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鎧（GOI）結構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係單晶系地與一含矽電路積集在一起。

第 7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鎧（GOI）晶圓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一非晶型矽係位於該含錯層下方。

第8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鎖（GOI）晶圓的示意圖 

（橫斷面圖），其中一多晶型矽係位於該含錯層下方。

第9圖為本發明一絕緣層上覆矽鎧（SGOI）晶圓的示意 

圖（橫斷面圖），其係藉由熱混合而形成。

第10-17圖為用來形成第3圖之GOI晶圓的基本操作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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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圖為一由本發明方法製成之鍵結的 GOI晶圓之 

三軸X光繞射圖；其中©是介於入射光與樣品表面間的角 

度且2 θ β是介於該偵測器與該入射光之間的角度，亦即， 

巴氏角6β的兩倍。

［主亳元件符號說明】

10 GOI基板材料 12 基板

14 埋設的絕緣層

14t 頂部絕緣層 14b 底部絕緣層

15 表面粗糙度 16 中間黏性層

1 8 含錯層 20 矽錯層

22 巴氏鏡 24 介電層

25, 實質放鬆鱼g矽'鐺合金層

26 介電層 28 擴散鏡

100 含鎧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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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揭示一種製造絕緣層上覆鎧(GOI)的方法，由該 

方法製備而成的該GOI基板材料，及各種至少包括該GOI 

基板材料之結構。該GOI基板材料包括至少一基板、一位 

於該基板上方的埋設的絕緣層、一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上 

方之含錯層(較-佳係一純錯層)。在本發明該GOI結構中， 

該函鎧層又可被稱為該GOI膜層。該GOI膜層是本發明基 

板材料層，也係可於其上形成元件的層。

陸5英文廢明摘要：

A method fbr fabricating germanium-on-insulator (GOI) substrate materials, the 

GOI substrate materials produced by the method and various structures that can include 

at least the GOI substrate material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are provided. The GOI 

substrate material include at least a substrate, a buried insulator layer located atop the 

substrate, and a Ge-containing layer, preferably pure GE, located atop the buried 

insulator layer. In the GOI substrate material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e-containing layer may also be referred to as the GOI film. The GOI film is the layer 

of the invention substrate material in which devices can be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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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指定代表商:·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10 GOI基板材料

12 基板

14 埋設-的絕緣層

16 中間黏性層

18 含鳍層

捌.、未案若有花學我時，請搞*最能顯示裕明 

特徴的化學式"""
.'.,._ ..二~ , . , ... , .    -.. - Λ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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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3乂》號鄒案7疔年/”修正

拾、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半導體晶圓，其至少包含：

一半導體型或非半導體型的基板；

一埋設的絕緣層，其係位於該基板的一上表面上；

一中間黏性層，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的一上表面 

上；及

一含錯層，其具有一暴露之上表面，且其係位於該中間 

黏性層的一上表面上，其中該中間黏性層提供該埋設的絕 

緣層及該含錯層之間的一鍵結且從該晶圓排除氧化錯，且 

該含錯層作為該晶圓之最上層。

如申2. 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

含錯層 中間黏性層接觸 之一表面 乃係粗糙的。與該

其 中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基板為一種包含一半導體之半導體型基板，其中該半導體 

係選自由 Si、SiC、SiGe、Ge、Ga As、In As、InP、及其他

第III/V族或第II/VI族化合物型半導體所組成之群組中。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基板為一種含矽的半導體型基板，並係選自由 Si、SiC、 

SiGe ' SiGeC ' Si/Si ' Si/SiC、Si/ SiGeC、及預先形成的 

SOI所組成之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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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申 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 圓 ，其中 該

基板包含拉 緊的層 、未拉 緊的層或其之組合。

6.如申 請專利 範 圍 第 1 項 所 述之半導體 晶 圓 ，其中 該

埋設的絕緣層是一 種 晶 型 或 非 晶 型的氧化物 或 氮化物 或

其之組合。

7. 如申請專利 述之半

該埋設 的絕緣層包含二氧化矽。

8. 請專利範 圍第1項 述之半 ，其更包

含一埋設的 擴散鏡， 其位於該 埋設的絕 一埋設的

如申

範 圍 第 1 項 所

所

導體

導體

緣層

晶 圓 ，其中 該

晶 圓

與 另

絕緣層之間

9.如申 請專利範 圍第1項 所述之半 導體 晶 圓 ，其 中 該

埋設的擴散鏡是有波紋的(corrugated)。

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半 導體 ，其 中圓晶 該

埋設的擴散鏡包含一種金屬。

1 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 導體 ,其 中晶 圓 該

中間黏性層是一種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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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矽材料是一種單晶矽、多晶矽、非晶型矽、取向附生型矽

(epitaxial Si)、或其之組合及其之多層。

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 其中該

含錯層是一種純錯層。

1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 其中該

含錯層的厚度約在1奈米至 1 000奈米間。

1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 其中該

埋設的絕緣層 係一巴 氏鏡(Bragg mirror) »其具有至少一對

可交互對調之具有不同折射率的介電層。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半導體 晶 圓 其 更 包

含一埋設的擴散鏡，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 與 埋設另

的絕緣層之間，其中該埋設的擴散鏡是有波紋的

(corrugated)；其中該埋設的擴散鏡包括一金屬。

17. —種半導體晶圓，包含：

一半導體型或非半導體型的基板；

一埋設的絕緣層，其係位於該基板的一上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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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錯層，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之一上表面上，其 

中該含錯層係藉由一粗糙化的表面而連接到該埋設的絕緣 

層。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基板為一種半導體型基板，其包含一半導體，其中該半導 

體係選自 由 Si、SiC、SiGe、Ge、GaAs、InAs、InP、及其 

他第III/V族或第II/VI族化合物型半導體所組成之群組 

中。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基板係為一種含矽的半導體型基板，並係選自由Si、SiC、 

SiGe、SiGeC、Si/Si、Si/SiC、Si/ SiGeC、及預先形成的 

SOI所組成之群組中。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基板包含拉緊的層、未拉緊的層或其之組合。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埋設的絕緣層是一種晶型或非晶型的氧化物、或氮化物或 

其之組合。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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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埋設的絕緣層包含二氧化矽。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中該 

埋設的絕緣層是一巴氏鏡，該巴氏鏡具有至少一對可交互 

對調之具有不同折射率的介電層。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更包 

含一埋設的擴散鏡，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與另一埋設 

的絕緣層之間。

2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其 中該

埋設的擴散鏡是有波紋 的(corrugated)ο

26.如申請專利範圍 笫24 述之半項 所 導體 晶 圓 ，其 中 該

埋設的擴散鏡包含一種金屬。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 述之半

含鎧層 是一種純鎧層。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7 述之半

含錯層 的厚度約在1奈米至1 000奈米間。

項

項

所

所

導體

導體

晶

晶

圓

圓

，其

，其

中

中

該

該

29. —種半導體結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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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半導體晶圓；及

位於其上之至少一個元件或電路，其中該至少一半導體 

晶圓包括：

一半導體型或非半導體型的基板；

一埋設的絕緣層，其係位於該基板的一上表面上；

-中間黏性層，其係位於該埋設的絕緣層的一上表 

面上；及

一含錯層，其具有一暴露之上表面，且其係位於該 

中間黏性層的一上表面上，其中該中間黏性層提供該埋 

設的絕緣層及該含錯層之間的一鍵結且從該晶圓排除 

氧化錯，且該含錯層作為該晶圓之最上層。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元件是一錯光偵測器。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電路示一含矽電路。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9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元件或電路是單立方晶系式集積而成的(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33. —種半導體結構，包含至少一種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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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項所述之半導體晶圓及形成於其上之至少一個元件或 

電路。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元件是一錯光偵測器。

3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電路示一含矽電路。

3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笫33項所述之半導體結構，其中該 

元件或電路是單立方晶系式集積而成的(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37. -種形成一絕緣層上覆鎧(GOI)的方法，包含： 

形成一中間黏性層於一含鎧捐贈基板之一表面上； 

形成一埋設的絕緣層於該中間黏性層上；

植入氫離子於該含鎧捐贈基板 ；

將該埋設的絕緣層之一暴露表面鍵結到一半導體型或 

非半導體型基板上，其中在該鍵結過程，有一部份的該含 

錯捐贈基板係被轉移到該基板上。

3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形成該 

中間黏性層之前，係先將該含錯捐贈基板之一表面加以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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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化。

3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將表面 

粗糙化的步驟係藉由在一惰性氣體下進行濺鍍來達成 。

4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含錯捐

贈基板係一 純鎧晶圓。

驟所使用的

請專利範圍第37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植入步

氫離子劑量係介於10“cm-2至10"cm-2間。

4 1.如申

42.如 請專利範圍第41項 所述之方法，其 中該植入步

驟所使用 的氫離子劑量係介於 3x1 016cm"2 至 4xl016cm'2

申請專利範圍第3 7項 所述之方法，其 中該植入步

間。

4 3.如

申

驟係在約20°C至約4 0°C的溫度下進行。

4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鍵結前

係先將該埋設的絕緣層 之一暴露表面及該基板加以清潔並

進行表面處理。

4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7項所述之方法，其 中該鍵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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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包含將 晶圓翻面、接觸鍵結與退火處理。

理

4 6.如 申請專利範圍笫45項所述之方法，其 中該退 火處

包含： 一在第一溫度下執行之第一退 火步驟 其係 能強

化該基板與該埋設的絕緣層間 的鍵結； 一在第 温度 下執

行之第 二退火步驟，其係能移 除一部份 的該含錯 捐贈層

及一在 第三溫度下執行之 第三 退火步驟 ，其係能 進一步 強

化鍵結

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6項所述之方法，其中 該第一 退

火步驟之第一溫度是介於 約100 °C至約3 00 °C間，並執行 約

1小時至約4 8小時。

4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6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二退

火步驟之第二溫度是介於 約250°C至約400°C間，並執行約

1小時至約24小時。

4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6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笫三退

火步驟之第三溫度是介於 約5 00 °C至約900 °C間，並執行約

1小時至約48小時。

5 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6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

第二及第三退火步驟係可在相同或不同的惰性氣體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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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該惰性氣體可選擇性的以一種含氧氣體加以稀釋。

5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6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一 ' 

第二及第三退火步驟係以一種單次達到欲求速度的方式或 

以一種具各種加熱速度及浸泡循環的方式來實施。

5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7項所述之方法，其更包含在該 

形成埋設的絕緣層步驟與該植入氫醮子的步驟之間，施行 

一化學機械研磨步驟。

53. —種形成一絕緣層上覆錯（GOI）的方法，包含：

將一含錯捐贈基板之一表面加以粗糙化；

形成一埋設的絕緣層於該粗糙化表面上 ；

植入氫離子於該含錯捐贈基板；及

將該埋設的絕緣層之一暴露表面鍵結到一半導體型或 

非半導體型基板上，其中在該鍵結過程，有一部份的該含 

錯捐贈基板係被轉移到該基板上。

5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一中間黏 

性層係被形成於該粗糙化表面上且該埋設的絕緣層係被形 

成於該中間黏性層上。

5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粗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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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係藉由在一

5 6 .如申請專 

贈基板係一純錯

57. 如申請專 

驟所使用的氫離

58. 如申請專 

驟所使用的氫離 

間。

5 9.如申請專 

驟係在約2 0 °C至

6 0.如申請專 

係先將該埋設的 

進行表面處理。

6 1.如申請專 

驟包含將晶圓翻

62.如申請專

育性氣體下進行濺鍍來達成。

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含錯捐 

椿圓。

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植入步 

乒劑量係介於10"cm-2至lO^cm"間。

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植入步 

子劑量 係介於 3xl016cm·2至 4x1016cm·2

利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植入步 

約40°C的溫度下進行。

柯範圍第5 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鍵結前 

絕緣層之一暴露表面及該基板加以清潔並

範圍第53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鍵結步 

、接觸鍵結與退火處理。

利範圍第61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退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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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包含：一在第一 溫度下執行之第一退 火步驟，其係能強

化該基板與該埋設 的絕緣層間的鍵結； 在第二溫度下執

行之第二退火步驟 能移除一部份 該含錯捐贈層

及一在第三溫.度下執行之 第三退火步驟 其係能進一步

，其係 的

強

化鍵結。

6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一

火步驟之第一溫度是介於 約100°C至約3 00 °C間，並執行

退

約

1小時至約4 8小時。

6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二退

火步驟之第二溫度是介於 約25 0°C至約400°C間，並執行約

1小時至約24小時。

6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三退

火步驟之第三溫度是介於 約500°C至約900°C間，並執行約

1小時至約48小時。

6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一、 

第二及第三退火步驟係可在相同或不同的惰性氣體環境下 

實施，該惰性氣體可選擇性的以一種含氧氣體加以稀釋。

6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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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及第三退火步驛係以一種單次達到欲求速度的方式或 

以一種具各種加熱速度及浸泡循環的方式來實施。

68. —種形成一半導體晶圓的方法，包含：

提供一基板，其係包括一埋設的絕緣層、一位於該埋設 

的絕緣層上之矽黏性層、及一位於該矽黏性層上之含錯層；

對該基板施以退火處理以使該含錯層 與該含矽層 能混 

合並形成一絕緣層上覆矽鎧(SGOI)或一絕緣層上覆錯 

(G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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