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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器件技术，本发明的目的

是克服目前TFET器件在提升开态电流时会造成

如关态泄漏电流随之增加的缺陷或导致器件频

率特性衰退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带栅场板结构的

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技术方案可概括为：

在现有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基础上增加了栅

场板介质区及栅场板电极，栅场板介质区设置于

本征区上方，且与本征区的上表面相接触，其厚

度大于等于栅氧化物的厚度，一侧与栅氧化物的

一侧及栅电极的一侧相接触，栅场板电极设置在

栅场板介质区上，且与栅场板介质区的上表面相

接触，栅场板电极的一侧与栅电极的一侧相接

触。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开态电流增加且同时

获得较低的平均亚阈值摆幅，适用于隧穿场效应

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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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包括半导体衬底、源区、本征区、漏区、外延

区、栅氧化物及栅电极，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栅场板介质区及栅场板电极，所述栅场板介质

区设置于本征区上方，且与本征区的上表面相接触，其厚度大于等于栅氧化物的厚度，一侧

与栅氧化物的一侧及栅电极的一侧相接触，栅场板电极设置在栅场板介质区上，且与栅场

板介质区的上表面相接触，栅场板电极的一侧与栅电极的一侧相接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栅场

板介质区的厚度不大于30n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当栅电极

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大于60nm时，则栅电极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

金属或多晶硅或硅化物，反之，则栅电极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金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当栅电极

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金属时，其各自采用的金属材料相同或不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当栅电极

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时，所述栅氧化物采用高K介质，其

相对介电常数大于2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栅场

板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范围为6～14。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当栅电极

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时，所述栅氧化物厚度小于10nm，

所述外延区厚度不大于10nm，所述本征区从与源区接触那一侧至与漏区接触那一侧的长度

范围为10nm～30n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当该带栅

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N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时，源区为P型掺杂，漏区

为N型掺杂；

当该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P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时，源区为N

型掺杂，漏区为P型掺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源区

及漏区的掺杂浓度范围为1×1017～1×1019cm-3，且源区掺杂浓度大于漏区掺杂浓度。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延区采用N型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小于1×1017cm-3；所述本征区采用N型

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小于1×1017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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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半导体器件领域，具体涉及隧穿场效应晶体管(TFET ,Tunneling 

FieldEffect  Transistor)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集成电路中MOSFET尺寸的不断减小，小尺寸、高电场造成的短沟道效应，漏诱

生势垒降低和热载流子效应导致器件性能显著退化；更重要的是，由热载流子注入机制决

定的MOSFET的亚阈值摆幅(SS)无法低于60mV/dec，造成较大的关态泄漏电源。上述缺点造

成了MOSFET在尺寸进一步缩小时遇到严重的困难，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寻找其他新原理器件

来代替MOSFET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的应用。基于带带隧穿原理的TEFT相比于MOSFET具有更

低的关态电流，更小的亚阈值摆幅，并且与传统CMOS工艺相兼容，因而成为未来最有希望取

代MOSFET的器件。

[0003] 典型的隧穿场效应晶体管本质上是一个基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结构的栅控P-

I-N二极管，属于横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LTFET)，其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半导体衬底1、源

区2、本征区3、漏区4、栅氧化物6及栅电极7，其中，源区2、本征区3及漏区4分别设置在半导

体衬底1的上方，且分别与半导体衬底1的上表面相接触，源区2的一侧与本征区3的一侧相

接触，本征区3的另一侧与漏区4的一侧相接触，栅氧化物6覆盖在本征区3的上表面，栅电极

7设置在栅氧化物6的上方，且与栅氧化物6的上表面相接触。以N型TFET为例，当栅电极偏压

为零时，P-I-N二极管反偏，源区2与漏区4之间只有很小的反向饱和电流流过；当栅电极施

加较大的正电压时，本征区3能带下移，源区2和本征区3之间势垒增大，若源区2价带高于本

征区3导带，则电子可以从源区2价带隧穿到本征区3导带，进而在本征区3的高电场下漂移

到漏区4，产生较大的漏源电流。

[0004] 横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中发生的是点隧穿，即隧穿只发生在源区和本征区界面

(接触区)处靠近栅氧化物界面的很小区域内，由于隧穿区域面积很小导致无法获得较大的

开态电流。为了提高开态电流，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0005] 方法之一是在隧穿区使用窄带隙材料，如GeSi(锗硅合金)。窄带隙材料能有显著

低隧穿势垒从而增加隧穿几率，提高开态电流。但材料的带隙变窄后本征载流子浓度较高，

关态泄漏电流随之增加。

[0006]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纵向结构的隧穿场效应晶体管(VTFET，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

管)，其结构如图2所示，包括半导体衬底1、源区2、本征区3、漏区4、外延区5、栅氧化物6及栅

电极7，其中，源区2、本征区3及漏区4分别设置在半导体衬底1的上方，且分别与半导体衬底

1的上表面相接触，源区2的一侧与本征区3的一侧相接触，本征区3的另一侧与漏区4的一侧

相接触，外延区5设置在源区2的上方，且与源区2的上表面相接触，外延区5的一侧与本征区

3相接触，设外延区5从与本征区3相接触的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为其横向长度，源区2从与

本征区3相接触的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为其横向长度，则外延区5的横向长度小于源区2的

横向长度，外延区5的上表面与本征区3及漏区4的上表面齐平，栅氧化物6覆盖在外延区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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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面，栅电极7设置在栅氧化物6的上方，且与栅氧化物6的上表面相接触。在这种结构中，

非对称的源区2和漏区4结面积以及相对较低的漏区4掺杂浓度能有效抑制双极导电。栅压

控制的隧穿发生在垂直方向由栅覆盖的源区2与外延区5界面(即源区2与外延区5相接触的

区域)，而薄的外延区5厚度能有效减小隧穿距离，显著提高开态电流并降低亚阈值摆幅。这

种结构中发生的是线隧穿，即隧穿区域的面积与覆盖它的栅的尺寸成正比，通过增加覆盖

长度可以提高开态电流，但同时也增加了栅-源电容，导致器件频率特性衰退。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目前TFET器件在提升开态电流时会造成如关态泄漏电流随

之增加的缺陷或导致器件频率特性衰退的问题，提供一种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

晶体管。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

体管，包括半导体衬底、源区、本征区、漏区、外延区、栅氧化物及栅电极，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栅场板介质区及栅场板电极，所述栅场板介质区设置于本征区上方，且与本征区的上表

面相接触，其厚度大于等于栅氧化物的厚度，一侧与栅氧化物的一侧及栅电极的一侧相接

触，栅场板电极设置在栅场板介质区上，且与栅场板介质区的上表面相接触，栅场板电极的

一侧与栅电极的一侧相接触。

[0009] 具体的，所述栅场板介质区的厚度不大于30nm。根据仿真实验结果，栅场板介质区

的厚度过大会无效，因而选择一个较优的范围。

[0010] 进一步的，当栅电极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大于60nm时，根

据现有技术中的电极材料，则栅电极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金属或多晶硅或硅化物，反之，

为避免多晶硅耗尽造成的栅控能力减弱，则栅电极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金属。

[0011] 具体的，当栅电极与栅场板电极的材料为金属时，其各自采用的金属材料相同或

不同。选择相同或不同的金属材料并不会影响整体效果，这样可增加金属材料的选择范围。

[0012] 再进一步的，当栅电极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

时，所述栅氧化物采用高K介质，其相对介电常数大于20。

[0013] 具体的，所述栅场板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范围为6～14。

[0014] 再进一步的，当栅电极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

时，所述栅氧化物厚度小于10nm，所述外延区厚度不大于10nm，所述本征区从与源区接触那

一侧至与漏区接触那一侧的长度范围为10nm～30nm。

[0015] 具体的，当该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N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

管时，源区为P型掺杂，漏区为N型掺杂；

[0016] 当该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P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时，源

区为N型掺杂，漏区为P型掺杂。

[0017] 再进一步的，所述源区及漏区的掺杂浓度范围为1×1017～1×1019cm-3，且源区掺

杂浓度大于漏区掺杂浓度。

[0018] 具体的，所述外延区采用N型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小于1×1017cm-3；所述本

征区采用N型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小于1×1017cm-3。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上述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以其为N型纵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9244121 A

4



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例，在关态或栅压较小时，由于本征区载流子浓度很小，外加的源漏

电压主要降落在本征区，而隧穿结所分压降很小；在开态或栅压较大时，在栅场板的控制

下，其下方本征区载流子浓度因能带弯曲而有显著提高，外加源漏电压在本征区压降变小

而隧穿结上分压变大，隧穿结电场增强，开态电流增加且同时获得较低的平均亚阈值摆幅。

另一方面，横向方向上源与本征区间的界面也因为被场板覆盖而成为受栅压控制的隧穿

结，额外贡献开态电流。此外，栅场板的引入改善了本征区上部的电场分布，使电场分布更

加均匀，在该器件作为大尺寸器件应用时，能够避免在本征区产生电场峰值从而导致击穿

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现有技术中横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剖面图；

[0021] 图2为现有技术中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剖面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中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剖面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与普通纵向隧穿

场效应晶体管在Vgs＝1.5V及Vds＝1.0V时的本征区3中线位置的电场分布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与普通纵向隧穿

场效应晶体管在Vds＝1.0V时的转移特性曲线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与普通纵向隧穿

场效应晶体管在Vgs＝1.5V时的输出特性曲线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使用SOI衬底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剖

面图；

[0027] 其中，1为半导体衬底，2为源区，3为本征区，4为漏区，5为外延区，6为栅氧化物，7

为栅电极，8为栅场板介质区，9为栅场板电极，10为埋层氧化物，A曲线指代带栅场板结构的

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B曲线指代不带栅场板结构的普通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9] 本发明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剖面图参见图3，包括半导体

衬底1、源区2、本征区3、漏区4、外延区5、栅氧化物6、栅电极7、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

9，其中，与现有技术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的地方在于增加了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

极9，栅场板介质区8设置于本征区3上方，且与本征区3的上表面相接触，其厚度大于等于栅

氧化物6的厚度，一侧与栅氧化物6的一侧及栅电极7的一侧相接触，栅场板电极9设置在栅

场板介质区8上，且与栅场板介质区8的上表面相接触，栅场板电极9的一侧与栅电极7的一

侧相接触。

[0030] 以其为N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例，在关态或栅压较小时，由于本征区3载流

子浓度很小，外加的源漏电压主要降落在本征区3，而隧穿结所分压降很小；在开态或栅压

较大时，在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9)的控制下，其下方本征区3载流子浓度因

能带弯曲而有显著提高，外加源漏电压在本征区3压降变小而隧穿结上分压变大，隧穿结电

场增强，开态电流增加且同时获得较低的平均亚阈值摆幅。另一方面，横向方向上源区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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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征区3间的界面(源区2与本征区3相接触的区域)也因为被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

板电极9)覆盖而成为受栅压控制的隧穿结，额外贡献开态电流。

[0031] 而若采用侧墙技术，即采用高K介质制作侧墙代替上述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

栅场板电极9)，则会具有FIBL(Fringing-induced  barrier  lowering)效应，这里，FIBL

(Fringing-induced  barrier  lowering)效应是指：当电力线穿过材料时如果介电常数改

变会造成电力线密度(也就是电场)的改变，这是基本电磁学常识，一般高介电常数材料会

造成其周围的电场集中，对于FET器件来说就是栅极两测的半导体区域电场增大，从而造成

器件性能改变，这就是FIBL效应。

[0032] 相比于侧墙采用高K介质的方案，本发明中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

9)不需要覆盖漏区4以消除增强电场所带来的FIBL(Fringing-induced  barrier 

lowering)效应，故减少了栅漏寄生电容的影响，这是因为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

电极9)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栅极7(包括其下的栅氧化物6及外延区5)向右延伸，因此

缓和了电场的不均匀，所以降低了FIBL的影响，特别是本发明的结构中横向是存在隧穿可

能性的，栅极7(包括其下的栅氧化物6及外延区5)向右延伸比单纯的侧墙更好地增强了栅

控能力，因而FIBL效应得以抑制。此外，栅场板的引入改善了本征区上部的电场分布，使电

场分布更加均匀，在该器件作为大尺寸器件(当栅电极从与栅场板电极接触那一侧至另一

侧的长度大于60nm时)应用时，能够避免在本征区产生电场峰值从而导致击穿的发生。

[0033] 这里，栅场板介质区8的厚度优选为不大于30nm。根据仿真实验结果，栅场板介质

区8的厚度过大会无效，因而选择一个较优的范围。

[0034] 当栅电极7从与栅场板电极9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大于60nm时，根据现有技

术中的电极材料，则栅电极7与栅场板电极9的材料可以为金属或多晶硅或硅化物，反之，为

避免多晶硅耗尽造成的栅控能力减弱，则栅电极7与栅场板电极9的材料优选为金属。

[0035] 当栅电极7与栅场板电极9的材料为金属时，其各自采用的金属材料可以相同也可

以不同。选择相同或不同的金属材料并不会影响整体效果，这样可增加金属材料的选择范

围。

[0036] 当栅电极7从与栅场板电极9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时(即小尺寸

器件)，栅氧化物6优选采用高K介质，其相对介电常数大于20。这是因为：为了提高栅(栅极

7、栅氧化物6及外延区5)对沟道电流的控制能力，就要使栅氧化物6厚度越小越好，现有技

术中如果栅氧化物6使用低介电常数则要求栅氧化物6厚度非常薄，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直

接隧穿，栅漏电增大，同时很难保证生长栅氧化物6的质量，如果改用高介电常数的栅氧化

物6，在达到同样的栅控能力时栅氧化物6的厚度可以比较厚，从而有效减小栅漏电，因此这

里优选为20。

[0037] 栅场板介质8的相对介电常数范围优选为6～14。这是因为：若栅场板介质8介电常

数太小会导致栅控能力差，电流较低，介电常数很大时发生导致亚阈值摆幅增加，开关特性

变差，因此这里优选为6～14。

[0038] 当栅电极7从与栅场板电极9接触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不大于60nm时(即小尺寸

器件)，栅氧化物6厚度优选为小于10nm，这是因为现有技术中栅氧化物6厚度应该尽可能

小，但又不能太小，因而优选为小于10nm，外延区5厚度不大于10nm，这是因为外延区5厚度

应该越小越好，越小栅(栅电极7与栅氧化物6)对外延区5电势的控制作用越强，但是实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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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做到非常薄而又非常低掺杂的外延层，因此优选为不大于10nm，本征区3从与源区2接

触那一侧至与漏区4接触那一侧的长度范围优选为10nm～30nm，这是因为若本征区3长度太

小在栅压为0时就会发生隧穿，栅(栅电极7与栅氧化物6)完全失去对电流控制作用，本征区

3长度太大电流没有明显提升，而栅电容显著增加，导致频率特性变差，同时器件面积变得

很大，在半导体技术领域，单个器件尺寸不断缩小是永恒的主题，因而优选为10nm～30nm。

[0039] 当该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N型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时，源

区2为P型掺杂，漏区4为N型掺杂；当该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为P型纵向隧

穿场效应晶体管时，源区2为N型掺杂，漏区4为P型掺杂。此为现有技术中较为成熟的技术，

此处不再详述。

[0040] 源区2及漏区4的掺杂浓度范围优选为1×1017～1×1019cm-3，且源区2掺杂浓度大

于漏区4掺杂浓度。这是因为：隧穿发生在源区2，源区2高掺杂有利于提高隧穿几率增加电

流，而漏掺杂浓度增大会导致关态漏电提升和双极导电现象更加显著，因此源区2要高掺

杂，漏区4要掺杂浓度稍微低一些，但又不能太低，过低导致漏串联电阻变大，因而优选为1

×1017～1×1019cm-3，且源区2掺杂浓度大于漏区4掺杂浓度。

[0041] 外延区5采用N型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优选为小于1×1017cm-3；本征区3采

用N型掺杂或P型掺杂，其掺杂浓度优选为小于1×1017cm-3。这是因为：外延区5和本征区2要

求基本一样，理论上是要求这两个区域掺杂浓度很低，但实际中控制低掺杂难度很大，因而

优选为掺杂浓度小于1×1017cm-3，但根据仿真结果，这两个区域掺杂浓度稍微大一点对性

能没有太大影响。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剖视图参见图3，

包括半导体衬底1、源区2、本征区3、漏区4、外延区5、栅氧化物6、栅电极7、栅场板介质区8及

栅场板电极9，以制作在P型衬底上的N型TFET为例。

[0044] 其制作流程如下：首先在P型半导体衬底1上相应区域内进行离子注入，形成高掺

杂的P型源区2；然后进行外延生长P型轻掺杂的薄外延层5，再进行一次离子注入，形成高掺

杂的N型漏区5；再按照常规半导体工艺分别在外延区5和本征区3上方生长栅氧化物6和栅

场板介质8，最后分别淀积电极材料形成栅电极7和栅场板电极9。

[0045] 本实施例得到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源区2的长度(与本征

区3相接触的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为60nm，厚度为30nm，掺杂浓度为1×1020cm-3，漏区4

的长度(与本征区3相接触的那一侧至另一侧的长度)为20nm，厚度35nm，掺杂浓度为1×

1018cm-3，本征区3长度(与源区2相接触的那一侧至与漏区3相接触的那一侧的长度)为

20nm，厚度35nm，掺杂浓度为1×1015cm-3，外延区5的长度(与本征区3相接触的那一侧至另

一侧的长度)为40nm，厚度5nm，掺杂浓度为1×1015cm-3，栅氧化物6和栅场板介质8厚度均为

5nm，栅氧化物6采用HfO2，其介电常数为22，栅场板介质8采用Si3N4，其介电常数为7.5，在

栅源电压Vgs＝1.5V，漏源电压Vds＝1.0V时的外延区5中线位置的电场分布如图4所示，与

没有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9)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相比，增加栅场板

(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9)后外延区5的电场显著增强，同时本征区3上表面的电场分

布也得到调节，消除了电场谷和电场峰的存在。其在漏源电压Vds＝1.0V时的转移特性曲线

如图5所示，相对于不带栅场板(栅场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9)结构的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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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驱动能力明显提升。其在栅源电压Vgs＝1.5V输出特性曲线如图6所示，由于栅场板(栅场

板介质区8及栅场板电极9)的引入，在较大栅压下本征区3载流子浓度显著提高，相同漏源

电压下漏电流明显提升。图4、图5、图6中的A曲线均指代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

体管，B曲线均指代不带栅场板结构的普通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发明实施例2中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剖视图参见图3，

以制作在P型衬底上的N型TFET为例。其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2中的外延区5采用窄

带隙的锗硅材料，用以提高隧穿结处的电子隧穿几率；同时，夹在外延区5与漏区4之间的本

征区3仍然采用带隙相对较宽的本征硅材料，可以抑制器件的双极导电现象(即N型TFET栅

极加足够负的电压也能使器件导通)和降低关态漏电。通过在外延区5与本征区3使用不同

带隙材料，能够同时改善器件的开态特性和关态特性。

[0048] 而其制作方式上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为保证外延区5上表面与本征区3和漏区4

上表面平齐，外延步骤需要分两次进行，即首先在整个半导体衬底1表面生长薄层锗硅材

料，然后刻蚀掉本征区3和漏区4上表面的锗硅材料，在本征区3与漏区4上方外延生长相同

厚度的本征硅材料，最后进行一次表面平整化处理。

[0049] 实施例3

[0050] 本发明实施例3中的带栅场板结构的纵向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其剖视图参见图7，

以制作在P型衬底上的N型TFET为例，包括半导体衬底1、源区2、本征区3、漏区4、外延区5、栅

氧化物6、栅电极7、栅场板介质8、栅场板电极9，埋层氧化物10。

[0051] 其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3中的半导体衬底1为SOI衬底(包括半导体衬底1

及其上的埋层氧化物10)，其制作流程与实施例1中一致。

[0052] 本实施例中使用SOI衬底(包括半导体衬底1及其上的埋层氧化物10)阻断了源漏

之间通过衬底的电流泄漏通路，因而可以有效减小关态泄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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