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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一存储器结构的半导

体元件，存储器结构包括一绝缘层设置于一基板

上方；一底电极埋置于绝缘层中；一电阻转换层，

设置于底电极上；和一顶电极，设置于电阻转换

层上并覆盖电阻转换层。其中，底电极具有一凹

陷上表面低于绝缘层的一平坦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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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一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该存储器结构包括：

一绝缘层，设置于一基板上方，该绝缘层包括一第一部份和一第二部份，该第一部份具

有平行于该基板的一平坦上表面，该第二部份连接该第一部份，且该第二部份具有一倾斜

上表面；

一底电极，埋置于该绝缘层中，该底电极具有一凹陷上表面低于该绝缘层的该第一部

份的该平坦上表面；

一电阻转换层，设置于该底电极上；和

一顶电极，设置于该电阻转换层上并覆盖该电阻转换层；

其中，该绝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到该底电极的该凹陷上表面的最低点的

一垂直距离，系在7nm到35nm的范围；

该绝缘层的该第二部份的该倾斜上表面是朝向该顶电极和该电阻转换层而向下地倾

斜，其中该底电极被该绝缘层的该第二部份包围，且该底电极的该凹陷上表面系低于该绝

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

该绝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的边缘到该底电极的边缘的一最小水平距离，

系在30nm到50nm的范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电阻转换层的一上表面系连接该绝缘层

的该第二部份的该倾斜上表面，且该电阻转换层的该上表面与该第二部份的该倾斜上表面

构成一连续的表面轮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电阻转换层的一上表面系相距隔开于该

绝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电阻转换层的一上表面系低于该绝缘层

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底电极的该凹陷上表面系低于该绝缘层

的该第二部份的该倾斜上表面。

6.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包括：

一晶体管，设置于一基板上；

一内联机结构，设置于该基板上方；

一保护层，设置于该内联机结构上；和

该存储器结构，设置于该保护层和该晶体管之间，且该存储器结构包括：

一底电极，埋置于一绝缘层中，该绝缘层设置于该基板上方，包括一第一部份和一第二

部份，该第一部份具有平行于该基板的一平坦上表面，该第二部份连接该第一部份，且该第

二部份具有一倾斜上表面；该底电极具有一凹陷上表面低于该绝缘层的一平坦上表面；

一电阻转换层，设置于该底电极上；

一顶电极，设置于该电阻转换层上并覆盖该电阻转换层；和

一层间介电层，设置于该基板上并覆盖该晶体管，且该内联机结构设置于该层间介电

层上，其中至少两个导电接触设置于该层间介电层内并电性连接至该晶体管，该内联机结

构包括内联机层分别埋置于金属间介电层中；

其中，该绝缘层的该第二部份的该倾斜上表面是朝向该顶电极和该电阻转换层而向下

地倾斜，其中该底电极被该绝缘层的该第二部份包围，且该底电极的该凹陷上表面系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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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绝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该绝缘层的该第一部份的该平坦上表面的边缘到

该底电极的边缘的一最小水平距离，系在30nm到50nm的范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前述至少两个导电接触其中之一为该存储

器结构的一部份，而埋置该存储器结构的该底电极的该绝缘层为该层间介电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半导体元件，其中该些内联机层包括导孔和金属线，该些导孔

之一为该存储器结构的一部份，而埋置该存储器结构的该底电极的该绝缘层为该些金属间

介电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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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具电阻转

换存储器结构(resistance  switching  memory  cell  structure)的半导体元件。

背景技术

[0002] 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Resistive  random‑access  memory)(RRAM或ReRAM)是一

种非易失性存储器结构。电阻式存储器由于它简单的金属层‑绝缘层‑金属层(MIM，Metal‑

Insulator‑Metal)结构和规模可扩展性而深受相关业者的注目。目前根据使用的介电材料

不同和存储器层材料的不同，从钙钛矿(perovskites)到过渡金属氧化物(transition 

metal  oxides)到硫族(元素)化物(chalcogenides)，已有许多不同形态的ReRAM元件被提

出。

[0003] 电阻转换存储器结构是过渡金属氧化物存储器的示例的一，其为一群双稳态两端

存储器元件(two‑terminal  bistable  memory  devices)藉由不同电阻态可储存数据。例如

一典型的ReRAM元件包括了钨底电极、一氧化硅钨(WSixOy)存储层和一氮化钛(TiN)顶电极。

存储器结构的电阻转换特性很容易地会受到底电极的廓型与均匀度的影响，连带对具有此

存储器结构的存储器元件的稳定度和电子特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相关业者无不

希望可以发展和实现一个具有优异的结构廓型与均匀度的存储器结构以增进元件的稳定

度和电子特性(例如数据储存具有良好稳定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系有关于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系提出存储器结构具有凹陷上

表面(concave  top  surface)的底电极，以及底电极上表面和包围底电极的绝缘层的上表

面可形成连续的表面轮廓，因而有效地增进存储器结构的稳定度和电性表现。

[0005] 根据一实施例，系提出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存储器结构包括一绝缘

层设置于一基板上方；一底电极埋置于绝缘层中；一电阻转换层，设置于底电极上；和一顶

电极，设置于电阻转换层上并覆盖电阻转换层。其中，底电极具有一凹陷上表面低于绝缘层

的一平坦上表面。

[0006] 根据一实施例，再提出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包括一晶体管，设置于一

基板上；一内联机结构(interconnection  structure)，设置于基板上方；一保护层，设置于

内联机结构上；和如上述的一存储器结构，设置于保护层和晶体管之间。

[0007] 为了对本发明的上述及其他方面有更佳的了解，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

式，作详细说明如下。然而，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随附的权利要求范围所界定的为准。

附图说明

[0008] 图1系简绘本揭露一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的示意图。

[0009] 图2A‑图2D为根据本揭露一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的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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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3系简绘本揭露另一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的示意图。

[0011] 图4系简绘根据本揭露的一应用中，一半导体元件包括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与导

电接触(contact)相关的示意图。

[0012] 图5系简绘根据本揭露的另一应用中，一半导体元件包括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与

导孔(via)相关的示意图。

[0013] 【符号说明】

[0014] 1、1’：存储器结构

[0015] 10：基板

[0016] 11：绝缘层

[0017] 11h：孔洞

[0018] 111：第一部份

[0019] 111a：平坦上表面

[0020] 112：第二部份

[0021] 112a：倾斜上表面

[0022] 12：势垒层

[0023] 121：界面的上边缘

[0024] 13：底电极

[0025] 13a：凹陷上表面

[0026] 130：底电极材料层

[0027] 130’：底电极材料层的剩余部份

[0028] 130C：尖锐转角

[0029] 130E：暴露边缘

[0030] 16：电阻转换层

[0031] 16a：电阻转换层的上表面

[0032] 18：顶电极

[0033] 19：氧离子贮藏层

[0034] A0、A1：垂直距离

[0035] B0、B1：最小水平距离

[0036] T：晶体管

[0037] G：栅极

[0038] S：源极区域

[0039] D：漏极区域

[0040] 42：导电接触

[0041] 20：内联机结构

[0042] ILD：层间介电层

[0043] IMD：金属间介电层

[0044] ML1：第一金属线

[0045] ML2：第二金属线

[0046] ML3：第三金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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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V1：第一导孔

[0048] V2：第二导孔

[0049] PL：保护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根据本揭露的实施例，系提出一种具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实施例的一存储

器结构系包括具有凹陷上表面(concave  top  surface)的底电极，且此凹陷上表面系低于

绝缘层的一上表面(例如是一平坦上表面)。根据实施例，电阻转换层的上表面与绝缘层的

上表面系形成一连续的表面轮廓(continuous  surface  profile)。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不

仅可有效增进相关元件的性质(例如使制得的底电极相对于绝缘层并没有产生暴露的边缘

和尖锐的转角)，更可有效改善相关元件的性质(例如使制得的底电极具有平滑上表面)，更

可改善应用实施例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的稳定度和电性表现。

[0051] 以下系参照所附图式叙述本揭露提出的其中多个实施态样，以描述相关构型与制

造方法。相关的结构细节例如相关层别和空间配置等内容如下面实施例内容所述。然而，但

本揭露并非仅限于所述态样，本揭露并非显示出所有可能的实施例。实施例中相同或类似

的标号系用以标示相同或类似的部分。再者，未于本揭露提出的其他实施态样也可能可以

应用。相关领域者可在不脱离本揭露的精神和范围内对实施例的结构加以变化与修饰，以

符合实际应用所需。而图式系已简化以利清楚说明实施例的内容，图式上的尺寸比例并非

按照实际产品等比例绘制。因此，说明书和图示内容仅作叙述实施例的用，而非作为限缩本

揭露保护范围之用。

[0052] 再者，说明书与请求项中所使用的序数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等之用词，以

修饰权利要求项的元件，其本身并不意含及代表该请求元件有任何之前的序数，也不代表

某一请求元件与另一请求元件的顺序、或是制造方法上的顺序，该些序数的使用仅用来使

具有某命名的一请求元件得以和另一具有相同命名的请求元件能作出清楚区分。

[0053] 图1系简绘本揭露一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的示意图。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1包

括一绝缘层11(例如是层间介电(inter‑layer  dielectric，ILD)层或是金属间介电

(inter‑metal  dielectric，IMD)层)、一底电极(bottom  electrode)13埋置于绝缘层11中、

设置于底电极13上的一电阻转换层(resistance  switching  layer)16，和设置于电阻转换

层16上并覆盖电阻转换层16的一顶电极(top  electrode)18。根据实施例，底电极13具有一

凹陷上表面(concave  top  surface)13a，且此凹陷上表面13a系低于绝缘层11的一平坦上

表面(flat  upper  surface)111a；即，底电极13具有一下凹廓型(concave  profile)。

[0054] 再者，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更包括一势垒层(barrier  layer)12以隔开绝缘层11

和底电极13(ex:钨)。已知若没有任何势垒层的存在而直接沉积底电极13于绝缘层11的孔

洞内则可能会造成后续工艺中的底电极13有裂痕或是剥落的情况产生。实施例的势垒层12

可被视为绝缘层11和底电极13的接口(interface)，且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13a系与绝缘

层11和底电极13的界面(i.e.势垒层12)的一上边缘(upper  edge  of  an  interface)121构

成一连续的表面轮廓(continuous  surface  profile)。

[0055] 再者，如图1所示，绝缘层11可被视为第一部份(first  portion)111与连接第一部

份111的第二部份112(second  portion)的组合。第一部份具有平坦上表面111a(i.e.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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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沉积有绝缘层11的一基板平行)，第二部份112具有一倾斜上表面(inclined  upper 

surface)112a，其中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系朝向顶电极13和电阻转

换层16而向下地倾斜。根据实施例，底电极13被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包围，且底电极13

的凹陷上表面13a系低于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

[0056] 此外，电阻转换层16的一上表面16a系连接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

112a，且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系与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相距隔

开一距离(两者例如是以第二部份112相隔开来)。根据实施例，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

与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形成一连续的表面轮廓(continuous  surface 

profile)，如图1所示。

[0057] 根据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相较于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13a，绝缘层11的上表面

(例如平坦上表面111a)是位于更高的水平位置(horizontal  level)。因此，如图1所绘示，

一实施例的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13a系低于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

而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则低于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一实施例

中，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亦可能低于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另

外，图1(及文中其他图式)仅绘制单层结构的电阻转换层16以简示本揭露的其中之一个可

实施态样，但本揭露并不限制于此种态样。根据实施例，电阻转换层16可以是一单层结构或

是一双层结构(bilayer  structure)，视应用时的需求而定，而且于实际应用时可以通过稍

加变化的制法而达到所欲形成的单层或双层结构。

[0058] 图2A‑图2D为根据本揭露一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的制造方法。在此实施例中系以

钨(Tungsten，W)为底电极13的材料为例以利清楚说明本揭露。但本揭露的底电极并不仅限

于材料钨。

[0059] 首先，提供具有一孔洞11h的绝缘层11，且设置一势垒层12(例如氮化钛(TiN)层)

于孔洞11h处，之后沉积一底电极材料层(bottom  electrode  material  layer)130(例如

钨)于绝缘层上并填满孔洞11h，如图2A所绘示。其中势垒层12隔离绝缘层11与底电极材料

层130。没有势垒层12而是直接沉积底电极材料层130于绝缘层11的孔洞11h内，可能会造成

底电极于后续工艺中产生裂痕或是剥落情况。根据实施例，底电极材料层130(/底电极13)

与绝缘层11之间所设置的势垒层12是一薄膜，可减少后续设置电阻转换层16的氧化工艺中

势垒层12被氧化所产生的氧化物量。一实施例中，势垒层12的厚度系在(但不限制于)1nm到

2.5nm的范围之间。势垒层12(例如TiN层)的厚度越薄，后续氧化工艺中所产生的氮氧化物

(例如TiONx)越少。另外，实施例的底电极材料层130/底电极13的材料例如是包括(但不限

制于)钨(W)、(Cu)、(Fe)、(Ti)、(Ni)、(Hf)、(TiN)、(TaN)和其他可应用的材料。

[0060] 之后，对底电极材料层130的一部分以平坦化步骤例如化学机械研磨(CMP)进行移

除，且更进行一氧化物抛磨(oxide  buffing)(和研磨)以移除绝缘层11上的钨残余物，致使

底电极材料层的剩余部份130’突出于绝缘层11上，如图2B所绘示。至此，底电极材料层的剩

余部份130’在结构上系具有尖锐转角130C和暴露边缘130E，此结构在操作存储器时会对于

电场均匀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0061] 接着，对底电极材料层的剩余部份130’进行改形，以形成实施例的底电极。一实施

例中，系使用氩气等离子体(argon  plasma)对底电极材料层的剩余部份130’进行离子轰击

(ion  bombardment)以形成底电极13，其中具有凹陷上表面13a的底电极系埋置于绝缘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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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例如被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包围)，且凹陷上表面13a低于绝缘层11第一部份111的

平坦上表面111a，如图2C所绘示。一实施例中，氩气等离子体离子轰击的参数例如是(但不

限制是)：300B偏压(沿垂直于绝缘层11的平坦上表面111a的方向)，300W功率和12秒的轰击

时间。在底电极材料层的剩余部份130’塑形之后，原先结构上的尖锐转角130C和暴露边缘

130E都消除了，而获得一个具有平滑凹陷上表面13a的底电极13。如图2C所示，底电极13的

凹陷上表面13a和绝缘层11的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形成了一连续的表面轮廓，据

此可有效增进存储器操作时后阶段的电场均匀度，因而使存储器结构具有更良好的电性表

现。

[0062] 再者，如图2C所示的一垂直距离A0和一最小水平距离B0可根据实际应用时的条件

而定。于一实施例中，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到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

13a的最低点的垂直距离A0，系在5nm到15nm范围之间(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之前)。于一实

施例中，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的边缘到底电极13的边缘(或势垒层12

的一边缘)的最小水平距离B0，系在30nm到50nm范围之间(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之前)。在工

艺中，若垂直距离A0过大，会导致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步骤时氧化不均匀，生成不均匀的电

阻转换层16而造成尾位(tails  bits)，进而增加位错误率(bit  error  rate，BER)和影响数

据读取的正确性。若最小水平距离B0太长，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步骤时的氧化等离子体将

会难以聚集在底电极13处(i.e.在设置电阻转换层时进行了强度不够的氧化工艺)，导致生

成不均匀的电阻转换层16，而造成尾位(tails  bits)和影响数据读取的正确性。若最小水

平距离B0太短，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步骤时的氧化等离子体将会高度地集中在底电极13处

而在设置电阻转换层时进行了过强的氧化工艺。过强的氧化工艺将会影响电阻转换层16的

质量，且将需要更高的电压来操作具有此电阻转换层的存储器结构之一形成阶段(forming 

stage)。

[0063] 之后，进行等离子体氧化步骤(plasma  oxidation)以设置电阻转换层16，以及设

置顶电极18于电阻转换层16上并覆盖电阻转换层16，如图2D所示。在沉积与定义顶电极之

后，例如是进行后续的一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CMOS)后端工艺。在进行等离子体氧化步

骤时，非常微量的势垒层12会被转换成氧化物，以及后续可能有氧化物重新溅射(re‑

sputtering)和重新沉积的情况发生。一实施例中，电阻转换层16的厚度系在(但不限制于)

2nm到20nm的范围之间。且于等离子体氧化步骤时，部分的底电极13被氧化而形成电阻转换

层16。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和顶电极18之后，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连接绝缘层11的第

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其中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与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

面112a系形成一连续的表面轮廓(continuous  surface  profile)。根据实施例的实验结

果，可清楚观察到：电阻转换层16的上表面16a与第二部份112的倾斜上表面112a之间并没

有明显的高度落差。

[0064] 再者，于一实施例中，如图2D所示，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之后，绝缘层11的第一部

份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到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13a的最低点的垂直距离A1，系在7nm到

35nm范围之间。于一实施例中，在设置电阻转换层16之后，绝缘层11的第一部份111的平坦

上表面111a的边缘到底电极13的边缘(或势垒层12的一边缘)的最小水平距离B1(可能等于

最小水平距离B0)，系在30nm到50nm范围之间。

[0065] 另外，电阻转换层16的材料例如是包括，但不限制于，二氧化硅(SiO2)、氧化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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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O2)、氧化钛(TiOx)、氮氧化钛(TiON)、氧化钨(WOx)、氧化钽(Ta2O5)、氧化铝(Al2O3)和其

他可应用之材料。而上述该些材料仅为举例的用，而非用以限制本揭露。再者，上述列出的

数值仅是其中部分示例，并非限制本揭露的用。相关领域的技艺者当知，实施例中所提出的

相关组成物的条件或是组成物之间的距离，例如势垒层12和电阻转换层16的厚度、距离A0、

B0、A1、B1等数值，皆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而做适当变化和调整。

[0066] 图3系简绘本揭露另一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的示意图。请同时参照图1。图3和图

1的结构相同，除了增加了一氧离子贮藏层(oxygen  ion  reservoir  layer)19。图3和图1中

相同和/或相似元件系沿用相同和/或相似标号，且相同元件/层的构型、制法与各层功能在

此不再赘述。如图3所示，存储器结构1’中，一氧离子贮藏层19可选择性地设置于顶电极18

和电阻转换层16之间，以提供氧而可增进元件的电阻转换功能。于一实施例中，氧离子贮藏

层19的材料例如是，但不限制是，氧化钛(TiOx)、氮氧化钛(TiON)、氧化铪(HfO2)、氧化铝

(Al2O3)、氧化钽(Ta2O5)和其他可应用的材料。

[0067] 有许多应用态样可将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设置于一半导体元件。以下其提出其中

两种应用态样作说明，但本揭露的应用并不限于此。图4系简绘根据本揭露的一应用中，一

半导体元件包括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与导电接触(contact)相关的示意图。图5系简绘根据

本揭露的另一应用中，一半导体元件包括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与导孔(via)相关的示意图。

请参照图1、图4、图5。

[0068] 如图4、图5所示的应用中，半导体元件包括一晶体管T设置于基板10上、一层间介

电层ILD设置于基板10上并覆盖晶体管T、一内联机结构(interconnection  structure)20

设置于基板上方10例如是设置层间介电层ILD上、一保护层(passivation  layer)PL设置于

内联机结构20上、以及实施例的一存储器结构(如图1所示的存储器结构1或图3所示的存储

器结构1’)。根据应用实施例存储器结构的态样，存储器结构可设置于保护层PL和晶体管T

之间。如图4、图5所示，晶体管T包括一栅极G、一源极区域S和一漏极区域D。至少两个导电接

触42(conductive  contacts)形成于层间介电层ILD内并电性连接至晶体管T的源极区域S

和漏极区域D。再者，内联机结构20包括复数层内联机层(interconnect  layers)分别形成

于复数层金属间介电层IMD中。举例而言，内联机层包括数个导孔(vias)和数层金属线

(metal  lines)，例如第一金属线ML1、第一导孔V1、第二金属线ML2、第二导孔V2和第三金属

线ML3。

[0069] 如图4所示，两个导电接触42其中之一为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的一部份，其中如前

述内容中埋置存储器结构的底电极13的绝缘层11为层间介电层ILD。

[0070] 于另一种应用态样，如图5所示，其中一个导孔，例如是第一导孔V1或第二导孔V2，

为实施例存储器结构的一部份，其中如前述内容中埋置存储器结构的底电极13的绝缘层11

为其中一层金属间介电层IMD。虽然图式中的内联机结构20仅绘示两层金属间介电层IMD

(例如包括两个导孔V1‑V2和三层金属线ML1‑ML3)，且图式中(图5)绘示实施例的存储器结

构系与第一导孔V1相关，但本揭露并不以此为限。金属间介电层IMD、导孔和金属线层的数

目，皆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而定，且实施例存储器结构的位置亦可做适当变化和调整，以符

合实际应用的需求(例如可以与其他如V2,V3,V4,..等其他导孔相关)。

[0071] 一般而言，保护层PL会包括氢离子(hydrogen  ions，H+)。氢离子(H+)(从保护层PL

迁移出来)会引起电阻转换层16内电阻丝的毁坏(filament  rupture)而造成存储器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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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retention  loss)。对图4所示的半导体元件而言，在保护层PL到实施例存储器结构

(ex:ReRAM)之间系有一较长的距离，如此可减少保护层PL的氢离子到达电阻转换层16的机

率。因此，如图4所示的存储器结构设置于导电接触42上可增进存储器的保存特性。

[0072] 对图5所示的半导体元件而言，实施例存储器结构(ex:ReRAM)设置于导孔上(例如

设置在V1或V2或其他等导孔上)则可减少热积存效应(thermal  budget  effect)对存储器

结构的影响，进而获得一高质量的电阻转换层16而增进存储器的耐受特性(endurance 

characteristic)。

[0073] 综合上述，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中，系设置具有一凹陷上表面(concave  top 

surface)13a的底电极13，且此凹陷上表面13a系低于绝缘层11的上表面(例如是第一部份

111的平坦上表面111a)。再者，根据实施例的设计，底电极13的凹陷上表面13a可与绝缘层

11和底电极13之间接口的一上边缘(upper  edge  of  an  interface)121构成一连续的表面

轮廓(continuous  surface  profile)。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可以有效增进其电子特性。再

者，应用实施例存储器结构的半导体元件的稳定度和电性表现亦可有效提升。

[0074] 其他实施例，例如元件的已知构件有不同的设置与排列等，亦可能可以应用，系视

应用时的实际需求与条件而可作适当的调整或变化。因此，说明书与图式中所示的结构仅

作说明的用，并非用以限制本揭露欲保护的范围。另外，相关技艺者当知，实施例中构成部

件的形状和位置亦并不限于图标所绘的态样，亦是根据实际应用时的需求和/或制造步骤

在不悖离本揭露的精神的情况下而可作相应调整。

[0075]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发明所

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各种的更动与润

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随附的权利要求范围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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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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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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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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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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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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