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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极型晶体管由包括叠置于绝缘层上

的半导体层的衬底支撑。晶体管基极由在该半导

体层中的以第一掺杂浓度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

掺杂物的基区形成。晶体管发射极和集电极由掺

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于该基

区的相对两侧的区形成。非本征基极包括与该基

区的顶表面相接触的外延半导体层。该外延半导

体层以大于该第一掺杂浓度的第二掺杂浓度掺

杂有该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在该非本征基极的

每一侧上的侧壁间隔物包括在该外延半导体层

的一侧和该基区的顶表面上的氧化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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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极型晶体管器件，包括：

衬底，所述衬底包括叠置于绝缘层上的半导体层；

晶体管基极，所述晶体管基极包括在所述半导体层中的以第一掺杂浓度掺杂有第一导

电类型掺杂物的基区；

晶体管发射极，所述晶体管发射极包括掺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于所

述基区的一侧的发射区；

晶体管集电极，所述晶体管集电极包括掺杂有所述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

于所述基区的相反侧的集电区；以及

非本征基极，所述非本征基极包括与所述基区的顶表面相接触的外延半导体层，所述

外延半导体层以大于所述第一掺杂浓度的第二掺杂浓度掺杂有所述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

其中所述非本征基极的所述外延半导体层具有3nm与10nm之间的厚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半导体层包括硅材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是由所述半导体层形成

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是从所述半导体层生长的

外延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非本征基极进一步包括所述外延半导体层的硅

化物部分。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非本征基极进一步包括与所述硅化物部分相接

触的金属材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非本征基极进一步包括与所述外延半导体层相

接触的金属材料。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器件，进一步包括在所述非本征基极的每一侧上的侧壁间隔物，

所述侧壁间隔物包括与所述外延半导体层的一侧和所述基区的所述顶表面相接触的氧化

物层。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器件，其中，所述侧壁间隔物进一步包括与在所述非本征基极的

每一侧上的所述氧化物层相接触的氮化物间隔物。

10.一种制造半导体器件的方法，包括：

从叠置于绝缘层上的半导体层的顶表面外延地生长外延半导体层，所述半导体层以第

一掺杂浓度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所述外延半导体层以大于所述第一掺杂浓度

的第二掺杂浓度掺杂有所述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

对所述外延半导体层进行图案化以限定与晶体管基极相接触的非本征基极，所述晶体

管基极包括所述半导体层的基区，其中所述非本征基极的所述外延半导体层具有3nm与

10nm之间的厚度；

形成晶体管发射极，所述晶体管发射极包括掺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

于所述基区的一侧的发射区；以及

形成晶体管集电极，所述晶体管集电极包括掺杂有所述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

邻近于所述基区的相反侧的集电区。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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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非本征基极的每一侧上形成侧壁间隔物；以及

在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时将所述非本征基极和所述侧壁间隔物用作掩模。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包括向所述半导体

层中注入所述第二导电类型的掺杂物。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包括：

去除所述半导体层在所述非本征基极和所述侧壁间隔物的每一侧上的至少一部分以

产生多个凹陷的半导体区；以及

从所述凹陷的半导体区外延地生长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

14.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多个侧壁间隔物包括在所述基区沉积与所述

外延半导体层的一侧和所述半导体层的所述顶表面相接触的氧化物层。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多个侧壁间隔物进一步包括形成与在所述非

本征基极的每一侧上的所述氧化物层相接触的氮化物间隔物。

16.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对所述外延半导体层的一部分进行硅化。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形成所述非本征基极的与所述硅化的部分

相接触的金属部分。

18.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形成所述非本征基极的与所述外延半导体

层相接触的金属部分。

19.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在由所述图案化的外延半导体层制成的所述非本征基极之上形成多晶硅非本征基区；

在所述非本征基极和所述多晶硅非本征基区的每一侧上形成侧壁间隔物；以及

在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时将所述非本征基极、所述多晶硅非本征基区和所述

侧壁间隔物用作掩模。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包括向所述半导体

层中注入所述第二导电类型的掺杂物。

21.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包括：

去除所述半导体层在所述非本征基极和所述侧壁间隔物的每一侧上的至少一部分以

产生多个凹陷的半导体区；以及

从所述凹陷的半导体区外延地生长所述发射区和所述集电区。

22.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去除所述多晶硅非本征基区以及以替换金

属栅极替换所述去除的多晶硅非本征基区。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形成多个CMOS结构，并且其中，用于替换的

工艺与针对所述CMOS结构所执行的所述替换金属栅极工艺相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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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体上硅(SOI)衬底上的横向双极结型晶体管(BJT)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成电路，并且具体地涉及横向双极结型晶体管(BJT)类型的半导体

晶体管器件。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参照图1，图1示出了常规的横向双极结型晶体管(BJT)10器件的总体配置。绝

缘体上硅衬底12支撑该晶体管。衬底12包括衬底层14、掩埋氧化物(BOX)层16和半导体层

18。用于晶体管器件的有源区域20由穿透层18的周边环绕的浅沟槽隔离22界定。在有源区

域20之内，层18被划分已经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的基区30、已经掺杂有第二导电类

型掺杂物的发射区32(在一侧上邻近于基区30)以及同样已经掺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

的集电区34(在与发射区32相对的侧上邻近于基区30)。当BJT  10器件是npn型时，第一导电

类型掺杂物是p型的并且第二导电类型是n型的。反之，当BJT器件是pnp型时，第一导电类型

掺杂物是n型的并且第二导电类型是p型的。在基区30上方提供非本征基区36。此非本征基

区36通常包括多晶硅材料并且重掺杂有与在层18中所提供的基区30相同的导电类型掺杂

物。由绝缘材料(如氮化硅(SiN))所制成的多个侧壁间隔物38被提供于非本征基区36的两

侧上并且用于保护免受发射极(E)或集电极(C)对基极(B)的短路。

[0003] 如图1中所示出的，BJT  10器件有几个顾虑。一个顾虑是难以对用于非本征基区36

的多晶硅材料进行重掺杂。在没有不利地影响基区30内的掺杂物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在非

本征基区36内的高掺杂浓度。另一个顾虑是在层18上的叠置于在发射区/集电区与基区30

之间的界面上的那些氮化硅侧壁间隔物38的底部处存在过高的界面态密度(Dit)情况。

[0004] 相应地，本领域中需要一种在SOI衬底上实现的横向BJT器件的改进配置。

发明内容

[0005] 在一个实施例中，一种双极型晶体管器件包括：衬底，该衬底包括叠置于绝缘层上

的半导体层；晶体管基极，该晶体管基极包括在该半导体层中的以第一掺杂浓度掺杂有第

一导电类型掺杂物的基区；晶体管发射极，该晶体管发射极包括掺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

物并且位于邻近于该基区的一侧的发射区；晶体管集电极，该晶体管集电极包括掺杂有该

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于该基区的相反侧的集电区；以及非本征基极，该非本

征基极包括与该基区的顶表面相接触的外延半导体层，所述外延半导体层以大于该第一掺

杂浓度的第二掺杂浓度掺杂有该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

[0006] 在一个实施例中，一种方法包括：从叠置于绝缘层上的半导体层的顶表面外延地

生长外延半导体层，所述半导体层以第一掺杂浓度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所述

外延半导体层以大于该第一掺杂浓度的第二掺杂浓度掺杂有该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对该

外延半导体层进行图案化以限定与晶体管基极相接触的非本征基极，该晶体管基极包括该

半导体层的基区；形成晶体管发射极，该晶体管发射极包括掺杂有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

且位于邻近于该基区的一侧的发射区；以及形成晶体管集电极，该晶体管集电极包括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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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该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并且位于邻近于该基区的相反侧的集电区。

附图说明

[0007] 为了更好地理解实施例，现在将仅以示例方式参考附图，在附图中：

[0008] 图1展示了现有技术横向双极结型晶体管(BJT)器件的配置；以及

[0009] 图2至图13展示了形成改进的横向BJT器件的工艺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现在参照图2至图13，图2至图13展示了形成改进的横向BJT器件的工艺步骤。将理

解的是，这些附图不一定示出按比例绘制的特征。

[0011] 图2示出了包括堆叠的半导体衬底114、绝缘层116和硅半导体层118的绝缘体上硅

(SOI)半导体衬底112。硅半导体层118根据应用可以是掺杂的，或者替代性地可以是未掺杂

的(在这种情况下，SOI衬底112是“完全耗尽”型的)。例如，半导体层118可以具有6nm-12nm

的厚度。绝缘层116在本领域中通常被称为掩埋氧化物(BOX)层并且具有10nm-30nm的厚度。

[0012] 在替代性实施例中，半导体层118可以由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如硅锗(SiGe))形成。

[0013] 然后，使用本领域中已知的外延生长或沉积工艺来增加半导体层118’的厚度。例

如，层118’可以具有30nm-100nm的厚度并且由硅(或者替代性地，硅锗)制成。将第一导电类

型的掺杂物注入到层118’中。使用退火来活化所注入的掺杂物。替代性地，在外延期间可以

使用原位掺杂工艺。例如，掺杂物可以具有5×1018至1×1019原子/cm3的浓度。在图3中示出

了结果。

[0014] 接下来，使用本领域中已知的外延生长工艺来在半导体层118’上生长外延硅层

120。例如，该层120可以具有大约5nm(例如，在3nm-10nm的范围内)的厚度。层120同样掺杂

有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但是层120中的掺杂浓度比层118’中的掺杂浓度更重(更大)。例

如，层120可以具有2×1020至1×1021原子/cm3的重掺杂浓度。层120优选是原位掺杂的。在图

4中示出了结果。层120相对较薄(如在3nm-10nm的范围内)是有利的，因为较薄的层在后续

加工步骤期间可以得到更准确地蚀刻。

[0015] 再次，在替代性实施例中，层120可以由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如硅锗(SiGe))形成。

[0016] 然后，在层120的顶部提供焊盘氧化物层130。例如，焊盘氧化物层130可以具有

3nm-5nm的厚度并且被生长(例如，使用热氧化)或被沉积(例如，使用化学气相沉积或原子

层沉积)。然后，使用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在焊盘氧化物层130上沉积多晶硅层132。此多晶硅

层132可以具有40nm-80nm的厚度，并且可以是或者可以不是掺杂的。然后，使用化学气相沉

积工艺以20nm-40nm的厚度在多晶硅层132上沉积硬掩模层134(例如，氮化硅的)。在图5中

示出了结果。

[0017] 然后，使用本领域中已知的光刻工艺来从重掺杂的硅层120、焊盘氧化物层130、多

晶硅层132和硬掩模层134限定基极叠层140。基极叠层140包括从重掺杂的硅层120所形成

的(薄)基极接触142、从焊盘氧化物层130所形成的牺牲焊盘144、从多晶硅层132所形成的

牺牲多晶硅接触146以及从硬掩模层134所形成的牺牲帽盖148。在图6中示出了结果。用于

限定基极叠层140的蚀刻应该优选地停止于半导体层118’的顶表面。

[0018] 然后，在基极叠层140上形成多个侧壁间隔物150。这些侧壁间隔物150包括使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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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层沉积以大约3nm(例如，在2nm-5nm之间)的厚度沉积的二氧化硅(SiO2)层152、接着是使

用原子层沉积以6nm-12nm的厚度沉积的氮化硅(SiN)层154或其他低k电介质材料(如

SiBCN、SiOCN等)。重要的是，不仅在基极叠层140的两侧上而且还在半导体层118’的顶表面

上提供层152。进行第一次蚀刻以优先从多个水平表面上去除层154，接着是去除层152的未

被之前所蚀刻的层154覆盖的那些部分的第二次蚀刻。在图7中示出了结果。

[0019] 接下来，执行掺杂物注入工艺以便将带有多个侧壁间隔物150的基极叠层140用作

掩模将第二导电类型的掺杂物注入到层118’中。使用退火对所注入的掺杂物进行活化，以

便在位于带有这些侧壁间隔物150的基极叠层140之下的基区162(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掺

杂物)的一侧上的层118’内形成发射区160，并且进一步在基区162的相反侧上形成集电区

164。例如，掺杂物可以具有1×1020至5×1020原子/cm3的浓度。在图8A中示出了结果。注意，

对掺杂物的活化导致部分地在这些侧壁间隔物之下的发射区160和集电区164的延伸。

[0020] 在替代性实现方式中，将带有多个侧壁间隔物150的基极叠层140用作掩模来进行

蚀刻以使在带有侧壁间隔物150的基极叠层140的每一侧上的区156中的半导体层118’凹

陷，以便留下下面的基区162(掺杂有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例如，蚀刻可以包括干法蚀刻

工艺。将要注意的是，蚀刻可以被配置为用于从这些侧壁间隔物150下方去除半导体层118’

的材料，从而在基区162的每一侧上形成底切(undercut)158。在图8B中示出了结果。将要注

意的是，凹陷不一定去除与区156相关联的全部半导体层118’。然而，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

在区156中去除向下到氧化物层116的所有半导体层118’。

[0021] 进一步关于此替代性实现方式，使用本领域中已知的外延生长工艺来在这些区

156中从半导体层118’的那些剩余部分生长外延硅材料166。以第二导电类型掺杂物来掺杂

外延生长的材料166。例如，该材料可以具有1×1020至5×1020原子/cm3的掺杂浓度。该材料

优选是原位掺杂的。在图8C中示出了结果，其中，掺杂的外延材料166在基区162的一侧上形

成发射区160并且在基区162的相反侧上形成集电区164。虽然，材料166的外延生长被展示

为终止于与半导体层118’的基区部分相同的高度，将理解的是，如果期望的话则可以继续

进行生长以提供具有延伸至接触这些侧壁间隔物的各侧的高度的升高的发射区和集电区。

[0022] 当正在形成npn型BJT器件时，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是p型的并且第二导电类型是n

型的。反之，当正在形成pnp型BJT器件时，第一导电类型掺杂物是n型的并且第二导电类型

是p型的。

[0023] 在对制造工艺的以下讨论中，附图示出了如在图8A中的实现方式，但是将理解的

是，本描述可以等效地应用于在图8C中所示出的实现方式。

[0024] 对可流动绝缘材料(如可流动的二氧化硅)的层170进行沉积，以便覆盖衬底、基极

叠层140和这些侧壁间隔物150。执行化学机械抛光操作以便对基极叠层140的牺牲帽盖148

处的层170进行平坦化。在图9中示出了结果。

[0025] 然后，执行第一次蚀刻(例如，干法蚀刻)，以便去除牺牲帽盖148。然后，执行第二

次蚀刻(例如，湿法蚀刻)，以便去除牺牲多晶硅接触146。然后，执行第三次蚀刻(例如，湿法

蚀刻)，以便去除牺牲焊盘144以及层152的在重掺杂的基极接触142以上的多个部分。在图

10中示出了结果，以开出基极接触孔180。蚀刻化学性质被具体选择为选择性的，以便最小

化或消除对层154、层170和重掺杂基极接触142的腐蚀。

[0026] 将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蚀刻以去除牺牲焊盘144时，还将发生对层170的部分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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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重要，并且后续的平坦化可以解决厚度的任何不均匀性。

[0027] 然后，在孔180的这些侧壁和底部上沉积金属内衬190。例如，金属内衬可以包括使

用等离子体气相沉积工艺以3nm-10nm的厚度所沉积的钛(Ti)。金属内衬可以替代性地包括

使用等离子体气相沉积工艺以3nm-10nm的厚度所沉积的镍和铂的合金(NiPt)。然后，沉积

金属填充物192以填充孔180。例如，金属填充物可以包括使用等离子体气相沉积工艺所沉

积的钨(W)。执行化学机械抛光操作以去除内衬190和填充物192的存在于层170的顶部上的

任何部分。在图11中示出了结果。

[0028] 然后，可以执行退火工艺，以便将与在孔180的底部处的金属内衬190相接触的重

掺杂基极接触142的至少一部分转换为金属内衬194。在图12中示出了结果。

[0029] 对层170进行延伸以便形成预金属电介质(PMD)层172。执行化学机械抛光操作以

对层172进行平坦化。然后，形成多个接触开口174以延伸穿过层172到达发射区160、金属填

充物192(接触基区162)和集电区164。然后，以金属材料176(例如，钨)来填充这些接触开

口，以产生对由发射区160、基区162和集电区164形成的横向BJT器件178的发射极端子、基

极端子和集电极端子的电连接。将理解的是，这些接触开口174可以内衬有金属材料(如

NiPt)，如果期望的话，该金属材料支持在与发射区160和集电区164的界面处形成多个硅化

物区(未明确地示出)

[0030] 图13进一步示出了存在多个浅沟槽隔离结构22，这些浅沟槽隔离针对横向BJT器

件178周边地界定有源区20。可以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工艺在任何合适的时间形

成这些浅沟槽隔离结构22。例如，可以在提供层118’的制造工艺中的时刻上或在该时刻左

右形成这些结构22。

[0031] 如以上所描述以及图13中所示出的那样产生的BJT器件178解决了关于图1的现有

技术器件的所提及的顾虑。首先，通过对原位掺杂的外延硅层120进行图案化以形成重掺杂

的基极接触142来形成非本征基极的重掺杂部分。这避免了与如对本领域中的重掺杂多晶

硅的努力相关的问题。第二，在这些侧壁间隔物150中供应二氧化硅层152提供了在层118’

上在发射区/集电区与基区162之间的界面处的这些侧壁间隔物150的底部处的较低界面态

密度(Dit)。

[0032] 较薄的重掺杂基极接触142是有利的，因为其用于最小化对基极掺杂的影响并且

进一步提高驱动电流。这些侧壁中SiO2层的存在减小了Dit，并且可以进一步引起更高的电

流容量和更低的器件泄漏。

[0033] 进一步的优势在于，用于形成横向BJT器件的工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针对

使用用于CMOS集成电路制造(例如，与MOSFET器件或鳍式FET器件的制造相关，其中，正在对

在相同的一组工艺步骤中的CMOS器件和BJT器件两者均进行替换金属栅极技术)的替换金

属栅极(RMG)技术的工业工艺完全兼容。这使得能够将横向BJT器件和MOSFET/鳍式FET 

CMOS器件共同集成在公共衬底上(例如，其中，这些BJT器件用于输入/输出电路中，而CMOS

器件用于其他/核心电路中)。随着CMOS工艺几何形状继续缩减，在此所披露的用于横向BJT

器件制造的技术可以进一步调整到更小的几何形状节点。

[0034] 在此所披露的用于使发射区和集电区凹陷接着进行外延再生长(通过原位掺杂)

的实施例可以有利地用于形成横向BJT器件，这些横向BJT器件在发射区/集电区中展现了

更高的有源掺杂浓度并且向发射区/集电区提供了锗含量。产生了对BJT器件效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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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已经通过对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完整且信息性的描述的示例性且非限制性

示例提供了之前的描述。然而，对于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鉴于前面的描述，当结合附

图和所附权利要求书来阅读本说明书时，各种修改和适配会变得明显。然而，对本发明教导

的所有这样和类似的修改将仍然落入如所附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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