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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接触开口结构，包括：

一基材；

一层间介电层，位于该基材之上，且具有一第一开口；

一导电层，位于该层间介电层中，并对准该第一开口；

一绝缘覆盖层，具有位于该第一开口的一第一侧壁上的一间隙壁，其中该间隙壁与该

导电层接触，并在该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第二开口，以将一部分该导电层暴露在外；以及

含金属缓冲层，覆盖位于第一开口的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所述含金属缓冲层

与暴露在外的导电层之间相隔预定距离且为空心区域，所述空心区域位于所述第二开口

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触开口结构，其中，所述含金属缓冲层位于该第二开口的一第

二侧壁上，且与该导电层相隔一距离，其中该含金属缓冲层包括氮化钛、氮化钽、钛金属和

钽金属中至少一者。

3.一种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包括：

提供一基材；

于该基材上形成一层间介电层；

于该层间介电层中形成一导电层，并使至少一部分该导电层经由该层间介电层中的一

第一开口暴露在外；

于该层间介电层上形成一绝缘覆盖层，并延伸进入该第一开口之中；

形成一含金属缓冲层，以覆盖该绝缘覆盖层；

移除位于该层间介电层上方的一部分该含金属缓冲层；以及

移除位于该第一开口中的一部分该绝缘覆盖层，以使剩余的该绝缘覆盖层在该第一开

口的一第一侧壁上形成一间隙壁，而与该导电层接触，以在该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第二开

口，将至少一部分该导电层暴露在外；

其中，移除位于该层间介电层上方的该部分该含金属缓冲层的同时，包括余留一部分

该含金属缓冲层，部分地覆盖在该第二开口的一第二侧壁上，使得所述含金属缓冲层与暴

露在外的导电层之间相隔预定距离且为空心区域，所述空心区域位于所述第二开口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其中该层间介电层包括一第一部分

层间介电层和一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且形成该第一开口的步骤，包括：

于该基材上形成该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

于该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中形成该导电层；

形成该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覆盖该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和该导电层；以及

移除位于该导电层上方的一部分该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形成该第一开口的步骤，包括：

于该基材上形成该层间介电层；

于该层间介电层中形成该导电层；以及

回蚀该导电层。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其中移除位于该第一开口中的该部

分该绝缘覆盖层的同时，完全地移除覆盖于该层间介电层上的另一部分该绝缘覆盖层。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其中移除位于该第一开口中的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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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该绝缘覆盖层的同时，仅部分地移除覆盖于该层间介电层上的另一部分该绝缘覆盖层。

8.一种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包括：

一基材；

一层间介电层，位于该基材之上，且具有一第一开口；

一底部电极层，位于该层间介电层中，并对准该第一开口；

一绝缘覆盖层，具有位于该第一开口的一第一侧壁上的一间隙壁，其中该间隙壁与该

底部电极层接触，并在该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第二开口，以将一部分该底部电极层暴露在

外；

含金属缓冲层，覆盖位于第一开口的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所述含金属缓冲层

与暴露在外的底部电极层之间为相隔预定距离的空心区域，所述空心区域位于所述第二开

口中；

一过渡金属氧化物层，位于该第二开口中且至少填充部分所述空心区域，并与该底部

电极层接触；以及

一上方电极层，位于该第二开口中且覆盖所述含金属缓冲层，并与该过渡金属氧化物

层接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其中，

所述含金属缓冲层位于该第二开口的一第二侧壁上，且与该底部电极层相隔一距离，

其中该含金属缓冲层包括氮化钛、氮化钽、钛金属和钽金属中至少一者；

所述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还包括：一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单元位

于该基材之中，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具有一源极/漏极结构，与该底部电极

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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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开口结构与制作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揭露是有关于一种集成电路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与应用。特别是有关于一种接触

开口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集成电路复杂度与特征尺寸的持续微缩，形成具有高尺寸精度和可靠性的层

间接触结构(图案)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何满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ultra‑large‑scale 

integration  circuit)对于层间接触结构(图案)的尺寸精度和操作可靠度不断提高的要

求，已经成为业界的一大挑战。而接触开口结构与其制作方法，又是制作高尺寸精度和可靠

性的层间接触结构(图案)的关键。

[0003] 因此，有需要提供一种先进的接触开口结构与制作方法及其应用，来解决现有技

术所面临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说明书的一实施例揭露一种接触开口结构，此种接触开口结构，包括：基材、层

间介电层、导电层以及绝缘覆盖层。层间介电层位于基材之上，且具有第一开口。导电层位

于层间介电层中，并对准第一开口。绝缘覆盖层具有位于第一开口的第一侧壁上的间隙壁，

其中间隙壁与导电层接触，并在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个第二开口，以将一部分导电层暴露

在外。

[0005] 本说明书的另一实施例揭露一种接触开口结构的制作方法，此方法包括下述步

骤：首先提供一个基材，再于基材上形成一个层间介电层。并于层间介电层中形成一个导电

层，使至少一部分导电层经由层间介电层中的一个第一开口暴露在外。之后，于层间介电层

上形成一个绝缘覆盖层，并延伸进入第一开口之中。形成一个含金属缓冲层以覆盖绝缘覆

盖层。在移除位于层间介电层上方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之后，移除位于第一开口中的一

部分绝缘覆盖层，以使剩余的绝缘覆盖层在第一开口的第一侧壁上形成间隙壁，而与导电

层接触，以在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个第二开口，将至少一部分导电层暴露在外。

[0006] 本说明书的另一实施例揭露一种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Resistance  Random 

Access  Memory，ReRAM)元件，此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包括：基材、层间介电层、底部

电极层、绝缘覆盖层、过渡金属氧化物(Transition  Metal  Oxides，TMO)层以及上方电极

层。层间介电层位于基材之上，且具有一个第一开口。底部电极层位于层间介电层中，并对

准第一开口。绝缘覆盖层具有位于第一开口的第一侧壁上的间隙壁，其中间隙壁与底部电

极层接触，并在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个第二开口。过渡金属氧化物层，位于第二开口中，并

与底部电极层接触。上方电极层位于第二开口中，并与过渡金属氧化物层接触。

[0007] 根据上述实施例，本说明书是在提供一种接触开口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以及应用此

一接触开口结构所制作的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其是先在层间介电层中形成导电层

使其经由第一开口暴露在外。再形成一个绝缘覆盖层部分地填充第一开口，并在绝缘覆盖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9801938 B

4



层上覆盖一个含金属缓冲层。在移除覆盖于层间介电层上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之后，将

一部分的含金属缓冲层余留在第一开口中，以覆盖位于第一开口的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

盖层。之后，再移除位于第一开口底部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以在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个第

二开口，将至少一部分导电层暴露在外。

[0008] 通过含金属缓冲层的保护，可使余留在第一开口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不会

受到后续刻蚀工艺的损毁，可精确地控制第二开口的宽度尺寸，以在层间介电层中形成一

个具有较小宽度尺寸的接触开口。可进一步微缩后续形成在接触开口中的元件或内连线的

结构尺寸，进而提高整体电路的元件密度。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对本说明书的上述及其他方面有更佳的了解，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详细说明如下：

[0010] 图1A至图1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一实施例绘示制作接触开口结构的一系列工艺结

构剖面图；

[0011] 图1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另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接触开口结构的剖面示意图；

[0012] 图2A至图2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又一实施例，绘示制作接触开口结构的一系列工艺

结构剖面图；

[0013] 图2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再一实施例所绘示的接触开口结构结构剖面图；

[0014] 图3A至图3C为绘示应用图2E的接触开口结构来制作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

300的工艺结构剖面图；以及

[0015] 图4为绘示分别应用图2E’的接触开口结构所制作的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

的结构剖面图。

[0016] 【符号说明】

[0017] 100、100’、200、200’：接触开口结构

[0018] 101、201：基材

[0019] 101a、201a：基材表面

[0020] 102、202：导电层

[0021] 103、203：晶体管单元

[0022] 103a、203a：晶体管单元的源极/漏极

[0023] 104、204：层间介电层

[0024] 104A：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

[0025] 104B：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

[0026] 105、205：第一开口

[0027] 105a、205a：第一开口的第一侧壁

[0028] 105b、205b：第一开口的底部

[0029] 106、206：绝缘覆盖层

[0030] 106A、206B：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

[0031] 106B、206B：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

[0032] 107、207：含金属缓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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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08、208：间隙壁

[0034] 109、209：第二开口

[0035] 110：阶梯状结构

[0036] 111、211：贯穿孔

[0037] 202a：导电层的顶部

[0038] 300：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

[0039] 301：过渡金属氧化物层

[0040] 302上方电极层

[0041] 303：金属材料层

[0042] H1、H2：距离

[0043] OW：开口宽度

[0044] BW：底部宽度

[0045] D2：第一开口的深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本说明书是提供一种接触开口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以及应用此一接触开口结构所

制作的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可微缩形成在接触开口中的元件或内连线结构，进而

提高整体电路的元件密度。为了对本说明书的上述实施例及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

显易懂，下文特举一存储器元件及其制作方法作为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

[0047]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特定的实施案例与方法，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发明仍可

采用其他特征、元件、方法及参数来加以实施。优选实施例的提出，仅是用以例示本发明的

技术特征，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申请专利范围。该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将可根据

以下说明书的描述，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范围内，作均等的修饰与变化。在不同实施例与

附图之中，相同的元件，将以相同的元件符号加以表示。

[0048] 请参照图1A至图1E，图1A至图1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一实施例，绘示制作接触开口

结构100的一系列工艺结构剖面图。制作接触开口结构100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首先提供

一个基材101，并且在基材101表面101a上形成一个层间介电层(Interlayer  Dielectric，

ILD)104，使其具有一个导电层102经由层间介电层104的一个第一开口105暴露在外。

[0049] 例如，基材101可以是一个硅基材。且基材101中还包括一个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led  Effect  Transistor，MOSFET)单元

103。层间介电层104，其包含堆栈于基材101表面101a上方的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以

及堆栈于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上方的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导电层102贯穿第一

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与晶体管单元103的源极/漏极103a接触，用以作为晶体管单元103与

其他元件(未绘示)电性连接的金属插塞。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覆盖于导电层102上，且

具有一个第一开口105，用来将至少有一部分导电层102暴露在外(如图1A所绘示)。

[0050] 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构成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和第二部分层间介电

层104B层的材料，可以是由硅氧化物(SiOx)、氮化硅(SiNx)和氮氧化硅(SiON)中至少一种

或其他合适的介电材质。其中，构成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和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

层的材料，可以相同或不同。而构成导电层102的材料，可以包括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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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先通过沉积工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Atomic  Layer 

Deposition，ALD)工艺)，在基材101表面101a上，形成材质为二氧化硅的第一部分层间介电

层104A。再采用干式刻蚀工艺(例如反应离子刻蚀(Reactive  Ion  Etching，RIE)工艺)来移

除一部分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形成贯穿孔111将一部分的基材101表面101a暴露出

来。之后，以导电材料，填充贯穿孔111，再予以平坦化，例如进行化学机械抛光(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CMP)工艺，以形成导电层102。后续形成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

覆盖于第一部分层间介电层104A与导电层102上，再以刻蚀工艺移除一部分第二部分层间

介电层104B，以形成第一开口105，将至少一部分的导电层102暴露在外。其中，第一开口105

的宽度范围实质介于50纳米至150纳米之间。

[0052] 然后，于介电层104上形成一个绝缘覆盖层106，并延伸进入第一开口105中，以覆

盖被暴露在外的一部分导电层102(如图1B所绘示)。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构成绝缘

覆盖层106的材料可以是硅氧化物、氮化硅或二者的组合。在本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106可

以是一种通过沉积工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形成在层间介电层104和导电层102上，厚度实

质介于100埃(angstrom， )至1500埃的二氧化硅层。其中，绝缘覆盖层106包括覆盖于第二

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上方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以及覆盖于第一开口105的第一侧

壁105a和底部105b之上的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且绝缘覆盖层106并未完全填满第一

开口105。

[0053] 接着，形成一个含金属缓冲层107，覆盖于绝缘覆盖层106之上(如图1C所绘示)。在

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构成含金属缓冲层107的材料可以是钛(Ti)、钽(Ta)、氮化钛

(TiN)、钽氮化(TaN)或上述的任意组合。在本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106可以是一种通过沉

积工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形成在上，厚度实质介于10埃至200埃的氮化钛薄膜。

[0054] 后续，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上方(与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重叠)

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107。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移除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107的

步骤，可采用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为刻蚀停止层，以干式等离子体刻蚀，不须使用任何

掩模，直接移除一部分的含金属缓冲层107。

[0055] 根据沉积工艺的特性，一般而言沉积层(例如含金属缓冲层107)形成在开口(例如

第一开口105)中的厚度，会实质上小于沉积在平面(例如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顶面)上

的厚度。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当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106A上方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

层107时，位于第一开口105底部105b上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107会被移除，而将一部分第

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暴露在外，仅余留下一部分金属缓冲层107，覆盖住位于第一开口

105的第一侧壁105a的另一部分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其中，余留下来的一部分金属缓

冲层107，可以具有L形的一截面形状(如图1D所绘示)。但在本说明书的另一些实施例中，当

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上方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107时，位于第一开口105的

第一侧壁105a和底部105b的所有含金属缓冲层107可能会被一并移除。

[0056] 然后，以导电层102为刻蚀停止层，进行另一次刻蚀工艺，移除位于第一开口105底

部105b上的一部分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使剩余的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于第一开

口105的第一侧壁105a上形成一个间隙壁108，而与导电层102接触，并在第一开口105中定

义出一个第二开口109，以将位于第一开口105底部105b的一部分导电层102暴露在外，形成

如图1E所绘示的接触开口结构100。其中，余留下来的含金属缓冲层107，是位于间隙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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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与暴露在外的导电层104相隔一段距离H1。

[0057] 在本实施例中，在形成第二开口109时，并未将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全部移

除。剩余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的厚度为实质介于10埃至300埃之间。但在本说明书的

一些实施例中，在形成第二开口109时，会将接触开口结构100’中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

106A全部移除。意即，剩余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厚度为0，可将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

104B暴露在外，并在剩余的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和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106B二者之

间，形成一个具有高梯差的阶梯状结构110(如图1E’所绘示)。在本说明书的另一些实施例

中，在形成第二开口109时，不仅将剩余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A全部移除，并且还移除

了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使第二部分层间介电层104B的厚度减少了10埃至

300埃之间。

[0058] 通过含金属缓冲层107的保护，可使余留在第一开口105的第一侧壁105a上，用来

构成间隙壁108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106不会受到刻蚀工艺的毁损，可精确地控制第二开口

109的宽度尺寸，以微缩形成在第二开口109中的元件或内连线结构，进而提高整体电路的

元件密度。

[0059] 请参照图2A至图2E，图2A至图2E为根据本说明书的再一实施例，绘示制作接触开

口结构200的一系列工艺结构剖面图。制作接触开口结构200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首先提

供一个基材201，并且在基材201表面上形成一个层间介电层204，使其具有一个导电层202

经由层间介电层204的一个第一开口205暴露在外。

[0060] 例如，基材201可以是一个硅基材。且基材201中还包括一个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场效应晶体管单元203。层间介电层204堆栈于基材201表面201a上方。导电层202贯穿层间

介电层204，与晶体管单元203的源极/漏极203a接触，用以作为晶体管单元203的金属插塞，

并且经由层间介电层204中的第一开口205暴露在外(如图2A所绘示)。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

施例中，构成层间介电层204的材料可以是由硅氧化物、氮化硅和氮氧化硅中至少一种或其

他合适的介电材质。导电层202可以包括金属。

[0061]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先通过沉积工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工艺)，在基材201表面

201a上，形成材质为二氧化硅的层间介电层204。再采用干式刻蚀工艺(例如反应离子刻蚀

工艺)来移除一部分层间介电层204，形成贯穿孔211将一部分的基材201表面201a暴露出

来。之后，以导电材料，填充贯穿孔211，再予以平坦化，以形成由基材201的表面201a向下延

伸，且与晶体管单元203的源极/漏极203a接触的导电层202。

[0062] 之后，再对导电层202进行回蚀，移除一部分的导电层202，使导电层202的顶部

202a实质低于基材201的表面201a，以定义第一开口205(如图2A所绘示)。在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中，第一开口205的深度D2，由基材201的表面201a起算至导电层202的顶部202a，实

质介于500埃制2000埃之间。在本实施例中，回蚀之后贯穿开口211的深度，实质介于1000埃

至1500埃之间。

[0063] 然后，形成一个绝缘覆盖层206，覆盖于层间介电层204上并延伸进入第一开口205

之中(如图2B所绘示)。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206可以是一种通过沉积工

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形成在层间介电层204上，厚度实质介于50埃至2500埃的二氧化硅

层。在本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206的厚度实质介于100埃至2000埃。其中，绝缘覆盖层206包

括覆盖于层间介电层204上(未与第一开口205重叠)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以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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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一开口205，但未完全填满第一开口205的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206B。

[0064] 接着，形成一个含金属缓冲层207，覆盖于绝缘覆盖层206之上(如图2C所绘示)。在

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206可以是一种通过沉积工艺(例如原子层沉积法)

形成在上，厚度实质介于5埃至200埃的氮化钛薄膜。在本实施例中，绝缘覆盖层206的厚度

实质介于10埃至100埃。

[0065] 后续，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与层间介电层204)上方的一部分含金

属缓冲层207。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移除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207的步骤，可采用第

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为刻蚀停止层，以干式等离子体刻蚀，不须使用任何掩模板，直接移

除一部分的含金属缓冲层207。

[0066] 根据沉积工艺的特性，一般而言沉积层(例如含金属缓冲层207)形成在开口(例如

第一开口205)中的厚度，会实质上小于沉积在平面(例如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顶部)上

的厚度。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当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206A上方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

层207时，位于第一开口205底部205b上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207会被移除，而将一部分第

二部分绝缘覆盖层206B暴露在外，仅余留下一部分金属缓冲层207，覆盖住位于第一开口

205的第一侧壁205a的另一部分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206B。其中，余留下来的一部分金属缓

冲层107，可以具有L形的一截面形状(如图2D所绘示)。但在本说明书的另一些实施例中，当

移除位于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上方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207时，位于第一开口205侧

壁205a和底部205b上的所有含金属缓冲207可能会被一并移除。

[0067] 然后，以导电层202为刻蚀停止层，进行另一次刻蚀工艺，移除位于第一开口205底

部205a的一部分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206B，使剩余的第二部分绝缘覆盖层206B于第一开口

205的侧壁205a上形成一个间隙壁208，而与导电层202接触，并在第一开口205中定义出一

个第二开口209，以将一部分导电层202暴露在外，形成如图2E所绘示的接触开口结构200。

其中，余留下来的含金属缓冲层107，是位于间隙壁208上，且与暴露在外的导电层104相隔

一段距离H2。

[0068] 在本实施例中，在形成第二开口209时，并未将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全部移

除。剩余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的厚度为实质介于50埃至1000埃之间。但在本说明书

的一些实施例中，在形成第二开口209时，会将接触开口结构200’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

206A全部移除。意即，剩余的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厚度为0，可将层间介电层204暴露在

外(如图2E’所绘示)。

[0069] 通过含金属缓冲层207的保护，可使余留在第一开口205的第一侧壁205a上，用来

构成间隙壁208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不会受到刻蚀工艺的毁损，可精确地控制第二开口

209的宽度尺寸，以微缩形成在第二开口209中的元件或内连线结构，进而提高整体电路的

元件密度。

[0070] 请参照图3A至图3C，图3A至图3C为绘示应用图2E的接触开口结构200来制作电阻

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300的工艺结构剖面图。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300的制作方法

包括下述步骤：首先，形成过渡金属氧化物(transition  metal  oxides，TMO)层301覆盖于

经由第二开口209暴露在外的一部分导电层202上，使过渡金属氧化物层301与导电层202接

触。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构成过渡金属氧化物层301的材质，可以是金属氧化物，例

如(TaOx)钽氧化物，钨氧化物(WOx)、鋡氧化物(HfOx)或上述材料的组合。在本实施例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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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金属氧化物层301并未完全填满第二开口209(如图3A所绘示)。

[0071] 之后，再形成一上方电极层302覆盖于过渡金属氧化物层301上，并于上方电极层

302上形成金属材料层303(如图3B所绘示)。在本说明书的一些实施例中，构成上方电极层

302的材料可以包括氮化钽。金属材料层303可以包括钨(W)。

[0072] 接着，以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为停止层，对金属材料层303、上方电极层302和

过渡金属氧化物层301进行平坦化工艺，例如化学机械抛光工艺，完成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

器单元300(如图3C所绘示)的制作。在本实施例中，接触开口结构200中的导电层204，可以

作为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300的下电极层。

[0073] 如前所述，由于接触开口结构200可精确控制第二开口209的宽度尺寸范围。例如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开口209可以具有实质介于5纳米(nm)至50纳米的一底部宽度BW，以及

实质介于10纳米至100纳米的开口宽度OW。因此，形成在第二开口209中的电阻式随机存取

存储器单元300的尺寸，可微缩至第二开口209的尺寸范围，大幅增加存储器元件的储存密

度。

[0074] 请参照图4，图4为绘示分别应用图2E’的接触开口结构200’所制作的电阻式随机

存取存储器单元400的结构剖面图。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400的结构与制作方式大致

与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300类似。差别仅在于，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400不具

有第一部分绝缘覆盖层206A。在对金属材料层303、上方电极层302和过渡金属氧化物层301

进行平坦化工艺时，是以层间介电层204作为停止层。由于制作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

400的其他工艺步骤以详述如上，故不再赘述。

[0075] 根据上述实施例，本说明书是在提供一种接触开口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以及应用

此一接触开口结构所制作的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其是先在介电层中形成导电层使

其经由第一开口暴露在外。再形成一个绝缘覆盖层部分地填充第一开口，并在绝缘覆盖层

上覆盖一个含金属缓冲层。在移除覆盖于层间介电层上的一部分含金属缓冲层之后，将一

部分的含金属缓冲层余留在第一开口中，以覆盖位于第一开口的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盖

层。之后，再移除位于第一开口底部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以在第一开口中定义出一个第二

开口，将导电层暴露在外。

[0076] 通过含金属缓冲层的保护，可使余留在第一开口侧壁上的一部分绝缘覆盖层不会

受到后续刻蚀工艺的毁损，可精确地控制第二开口的宽度尺寸，以在层间介电层中形成一

个具有较小宽度尺寸的接触开口。可进一步微缩后续形成在接触开口中的元件或内连线结

构的尺寸，进而提高整体电路的元件密度。

[0077] 虽然本发明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该技术领

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当以权利要求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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