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9326561 B
(45)授权公告日 2021.05.14
(21)申请号 201711292065 .8
(22)申请日 2017 .12 .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3265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 .02 .12
(30)优先权数据
15/664 ,032 2017 .07 .31 US
(73)专利权人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台湾新竹市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力
行六路八号

(51)Int .Cl .

H01L 21/8234 (2006 .01)
H01L 29/78 (2006 .01)
H01L 21/336 (2006 .01)
(56)对比文件
CN 106653750 A ,2017 .05 .10
CN 106531797 A ,2017 .03 .22
CN 106653750 A ,2017 .05 .10
CN 106531797 A ,2017 .03 .22
US 2016149036 A1 ,2016 .05 .26
审查员 靳苹苹

(72)发明人 洪同萱 沈冠傑 许秉诚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律诚同业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006
代理人 徐金国
权利要求书5页

CN 109326561 B

(54)发明名称
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
延伸进入半导体基板的多个隔离区，
凹陷这些隔
离区，
使得这些隔离区之间的多个半导体条的部
分突出高于这些隔离区以形成多个半导体鳍片。
此方法还包含凹陷这些半导体鳍片以形成多个
凹部，
自这些凹部磊晶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
刻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及自已回蚀刻的第一半导
体材料磊晶成长第二半导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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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形成延伸进入一半导体基板的多个隔离区，
其中所述形成多个隔离区包含：
在共同的蚀刻制程中，
蚀刻该半导体基板以形成两个第一沟槽及位于所述两个第一沟
槽之间的一第二沟槽；
形成一硬遮罩层，
所述硬遮罩层包含延伸至所述两个第一沟槽的两个底部的两个第一
底部部分以及延伸至所述第二沟槽的一底部的一第二底部部分；
执行一蚀刻制程，
其中所述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以及所述第二底部部分暴露于使用于所
述蚀刻制程中的蚀刻剂，
蚀刻所述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以及直接位于所述两个第一底部部分
下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基板以向下延伸所述两个第一沟槽，
以及所述第二底部部分保护直接
位于所述第二底部部分下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基板；
以及
用一介电材料填充所述两个第一沟槽以及所述第二沟槽以形成所述多个隔离区；
凹陷所述多个隔离区，
使得所述多个隔离区之间的多个半导体条的部分突出高于所述
多个隔离区以形成多个半导体鳍片；
凹陷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以形成多个凹部，
并凹陷所述第二沟槽中的隔离区，
使所述
第二沟槽中的隔离区的顶表面低于所述第一沟槽中的隔离区的顶表面；
自所述多个凹部磊晶成长一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该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及
自已回蚀刻的该第一半导体材料磊晶成长一第二半导体材料。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蚀刻该第一半导
体材料是在磊晶成长该第一半导体材料之后执行。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体
材料与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不同。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体
材料具有比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n型掺杂浓度。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体
材料具有比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p型掺杂浓度。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自不同所述凹部
开始成长的该第二半导体材料彼此合并，
自不同所述凹部开始成长的该第一半导体材料彼
此分离。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蚀刻包含
非等向性蚀刻。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蚀刻包含
等向性蚀刻。
9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所述第一隔离区具
形成一第一隔离区在一第一半导体鳍片及一第二半导体鳍片之间，
有一第一底面；
形成一第二隔离区在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的一外侧上，
其中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
二隔离区位于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的相对侧上，
且所述第二隔离区具有比所述第一底面低
的一第二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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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刻所述第一隔离区以形成自所述第一隔离区的一表面向所述第一隔离区内延伸的
一第三凹部，
其中所述第三凹部位在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及所述第二半导体鳍片之间；
形成一栅极堆叠在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及所述第二半导体鳍片上；
蚀刻该第一半导体鳍片及该第二半导体鳍片以形成一第一凹部及一第二凹部，
且蚀刻
所述第三凹部使得所述第三凹部的顶表面低于所述第二隔离区的顶表面；
分别自该第一凹部及该第二凹部成长一第一磊晶区及一第二磊晶区；
回蚀刻该第一磊晶区及该第二磊晶区；
以及
分别自该第一磊晶区及该第二磊晶区成长一第三磊晶区及一第四磊晶区。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当该第一磊晶
区及该第二磊晶区彼此间隔开时，
执行回蚀刻该第一磊晶区及该第二磊晶区。
其特征在于，
当该第一磊晶
11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区及该第二磊晶区彼此接合时，
执行回蚀刻该第一磊晶区及该第二磊晶区。
12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第三磊晶区
及该第四磊晶区彼此连接，
且具有一气隙密封在该第三磊晶区与该第四磊晶区连接处的下
方。
13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隙包含
且所述第三凹部形成所述气隙的所述底部部分。
延伸进入所述第一隔离区的一底部部分，
14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及形成所述第二隔离区是在共同的蚀刻制程中执行，
其中包含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
述第二隔离区的一顶部部分的整体的多个沟槽是在所述共同的蚀刻制程中执行。
15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不同的处理
制程中执行形成该第一隔离区及形成该第二隔离区，
该第一隔离区及该第二隔离区是由不
同材料所构成。
16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形成一栅极堆叠在多个半导体鳍片上；
形成多个栅极间隔物在所述栅极堆叠的多个侧壁上及形成多个鳍片间隔物在所述多
个半导体鳍片的多个侧壁上；
蚀刻所述多个鳍片间隔物；
蚀刻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和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之间的一第一隔离区，
使所述第一隔
离区的顶表面低于一第二隔离区的顶表面，
其中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位于其
中一个所述半导体鳍片的两侧，
且所述第二隔离区在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的一外侧上；
自该半导体鳍片成长一磊晶区以形成一源极/漏极区的一部分，
其中所述磊晶区延伸
至经由蚀刻所述多个鳍片间隔物所形成的一间隙；
蚀刻该磊晶区；
再成长该磊晶区；
以及
形成一硅化物区在该磊晶区的顶表面上。
17 .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鳍片
间隔物直接位于所述第一隔离区和所述第二隔离区上，
且所述制造方法还包含，
蚀刻所述
第一隔离区前，
移除所述多个鳍片间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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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使用不含硅及
锗的制程气体来执行所述蚀刻该磊晶区。
19 .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使用氯化氢作
为制程气体来执行所述蚀刻磊晶区。
20 .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使用包含硅或
锗的第一制程气体及包含氯化氢的第二制程气体来执行所述成长磊晶区。
21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形成一第一隔离区及一第二隔离区，
且多个半导体鳍片位于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
二隔离区间，
其中所述第一隔离区相较于所述第二隔离区更深入一半导体基板，
且所述第
一隔离区在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的一外侧上；
凹陷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以在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间形成多个凹部，
并
凹陷所述第二隔离区，
使所述第二隔离区的顶表面低于所述第一隔离区的顶表面；
执行一第一磊晶来自所述多个凹部分别成长一半导体区；
蚀刻所述半导体区；
以及
执行一第二磊晶来扩大所述半导体区。
22 .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隔离
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是在不同的制程中形成。
23 .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隔离
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是由不同的介电材料所形成。
24 .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包含一共同的介电材料填充制程。
25 .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包含:
凹陷所述半导体基板以形成一第一凹部及一第二凹部，
其中所述半导体基板的一第一
顶面及一第二顶面分别位于所述第一凹部及所述第二凹部下且分别露出于所述第一凹部
及所述第二凹部；
形成一硬遮罩层，
所述硬遮罩层包含延伸至所述第一凹部的一第一部分以及延伸至所
述第二凹部的一第二部分；
以及
在共同的蚀刻制程中，
蚀刻所述硬遮罩层的所述第一部分以及所述第二部分，
其中所
述第一部分被移除以显露所述第一顶面，
以及在所述蚀刻制程后所述第二部分覆盖所述第
二顶面。
26 .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蚀刻制程
更使得直接位于所述第一凹部下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基板被蚀刻。
27 .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半导体区
由一第一半导体材料所形成，
以及在执行所述第二磊晶时成长不同于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
的一第二半导体材料。
28 .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
体材料具有比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n型掺杂浓度。
29 .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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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材料具有比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p型掺杂浓度。
30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形成延伸进入一半导体基板的一第一隔离区；
形成延伸进入所述半导体基板的一第二隔离区；
形成一第一半导体鳍片以及一第二半导体鳍片，
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位于所述第一隔
离区以及所述第二隔离区间，
以及所述第二隔离区位于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以及所述第二
半导体鳍片间，
其中所述第一隔离区相较于所述第二隔离区更深入所述半导体基板；
凹陷所述第一半导体鳍片以及所述第二半导体鳍片以分别形成一第一凹部以及一第
二凹部，
并凹陷所述第二隔离区，
使所述第二隔离区的顶表面低于所述第一隔离区的顶表
面；
以及
自所述第一凹部以及所述第二凹部成长一半导体区，
其中一气隙密封在所述半导体区
下方，
且所述气隙重叠所述第二隔离区。
其特征在于，
还包含：
31 .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回蚀刻所述半导体区；
以及
执行一第二磊晶来扩大所述半导体区。
32 .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成长所述半导
体区为执行以沉积一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及在执行所述第二磊晶时不同于所述第一半导体
材料的一第二半导体材料被沉积。
33 .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当自所述第一
凹部以及所述第二凹部成长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区彼此间隔开时，
执行回蚀刻所述半导体
区。
34 .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以及形成所述第二隔离区包含：
执行一第一蚀刻制程以蚀刻所述半导体基板，
并在所述第一蚀刻制程中形成一第一沟
槽以及一第二沟槽，
其中所述第一沟槽对应于所述第一隔离区的位置，
所述第二沟槽对应
于所述第二隔离区的位置。
35 .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以及形成所述第二隔离区还包含一第二蚀刻制程以蚀刻所述半导体基板，
其中在所
述第二蚀刻制程时所述第一沟槽相较于所述第二沟槽更深入所述半导体基板，
且所述第二
沟槽被保护以免于被蚀刻。
36 .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及形成所述第二隔离区是在不同的制程中执行，
且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
区是由不同的材料所形成。
37 .一种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
形成多个半导体条；
形成一第一隔离区；
形成一第二隔离区，
其中所述第二隔离区位于所述多个半导体条间，
且所述第一隔离
区在所述多个半导体条的一外侧上，
且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是由不同的材料
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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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
使得部分所述多个半导体条突出高于所述第
一隔离区及所述第二隔离区以形成多个半导体鳍片；
形成一栅极堆叠在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的一第一部分上；
蚀刻所述多个半导体鳍片的一第二部分以形成多个凹部，
并蚀刻所述第二隔离区，
使
所述第二隔离区的顶表面低于所述第一隔离区的顶表面；
自所述多个凹部成长一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及
成长一第二半导体材料在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上。
38 .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一气隙密封在
所述第二半导体材料下。
39 .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半导
体材料具有不同于所述第一半导体材料的组成。
40 .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形成所述第一
隔离区以及形成所述第二隔离区包含：
在共同的蚀刻制程中，
蚀刻一半导体基板以形成一第一沟槽及一第二沟槽，
其中所述
第一沟槽对应于所述第一隔离区的位置，
所述第二沟槽对应于所述第二隔离区的位置；
形成一硬遮罩层，
所述硬遮罩层包含延伸至所述第一沟槽的底部的一第一底部部分以
及延伸至所述第二沟槽的底部的一第二底部部分；
执行一蚀刻制程，
其中所述第一底部部分及所述第二底部部分暴露于使用于所述蚀刻
制程中的蚀刻剂，
所述第一底部部分及直接位于所述第一底部部分下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基
板被蚀刻以向下延伸所述第一沟槽，
以及所述第二底部部分保护直接位于所述第二底部部
分下的部分所述半导体基板；
以及
用一介电材料填充所述第一沟槽及所述第二沟槽，
以分别形成所述第一隔离区及所述
第二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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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揭露实施例是关于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集成电路(IC)材料及设计的技术进步已经产生了好几代的IC，
每一代都具有比前
几代更小及更复杂的电路。在IC进化过程中，
功能密度，
例如，
每一晶片面积的互连元件的
数量通常增加，
而几何尺寸却减小。这种缩减制程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及降低相关成本提供
了好处。
发明内容
[0003]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延伸进入半导体基
板的多个隔离区，
其中形成多个隔离区包含：
在共同的蚀刻制程中，
蚀刻半导体基板以形成
两个第一沟槽及位于两个第一沟槽之间的第二沟槽；
形成硬遮罩层，
硬遮罩层包含延伸至
两个第一沟槽的两个底部的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以及延伸至第二沟槽的底部的第二底部部
分；
执行蚀刻制程，
其中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以及第二底部部分暴露于使用于蚀刻制程中的
蚀刻剂，
蚀刻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以及直接位于两个第一底部部分下的部分半导体基板以向
下延伸两个第一沟槽，
以及第二底部部分保护直接位于第二底部部分下的部分半导体基
板；
以及用介电材料填充两个第一沟槽以及第二沟槽以形成多个隔离区；
凹陷这些隔离区，
使得这些隔离区之间的多个半导体条的部分突出高于这些隔离区以形成多个半导体鳍片；
凹陷这些半导体鳍片以形成多个凹部；
自这些凹部磊晶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第一半
导体材料；
以及自已回蚀刻的第一半导体材料磊晶成长第二半导体材料。
[0004]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第一隔离区在第一
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之间，
第一隔离区具有第一底面；
形成第二隔离区在第一半
导体鳍片的外侧上，
其中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位于第一半导体鳍片的相对侧上，
且第
二隔离区具有比第一底面低的第二底面；
蚀刻第一隔离区以形成自第一隔离区的表面向第
一隔离区内延伸的第三凹部，
其中第三凹部位在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之间；
形成栅极堆叠在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上；
蚀刻第一半导体鳍片该第二半导体
鳍片以形成第一凹部及第二凹部；
分别自第一凹部及第二凹部成长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
区；
回蚀刻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
以及分别自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成长第三磊晶
区及第四磊晶区。
[0005]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栅极堆叠在半导体
鳍片上；
形成多个栅极间隔物在栅极堆叠的多个侧壁上及形成多个鳍片间隔物在半导体鳍
片的多个侧壁上；
蚀刻多个鳍片间隔物；
自半导体鳍片成长磊晶区以形成源极/漏极区的部
分，
其中磊晶区延伸至经由蚀刻多个鳍片间隔物所形成的间隙 ；
蚀刻磊晶区；
再成长磊晶
区；
以及形成硅化物区在磊晶区的顶表面上。
[0006]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第一隔离区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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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
且半导体鳍片位于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间，
其中第一隔离区相较于第二隔离
区更深入半导体基板；
凹陷半导体鳍片以在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间形成凹部；
执行第
蚀刻半导体区；
以及执行第二磊晶来扩大半导体区。
一磊晶来自凹部成长半导体区；
[0007]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延伸进入半导体基
板的第一隔离区；
形成延伸进入半导体基板的第二隔离区；
形成第一半导体鳍片以及第二
半导体鳍片，
第一半导体鳍片位于第一隔离区以及第二隔离区间，
以及第二隔离区位于第
一半导体鳍片以及第二半导体鳍片间，
其中第一隔离区相较于第二隔离区更深入半导体基
板；
凹陷第一半导体鳍片以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以分别形成第一凹部以及第二凹部；
以及自
第一凹部以及第二凹部成长半导体区，
其中气隙密封在半导体区下方，
且气隙重叠第二隔
离区域。
[0008]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包含形成第一隔离区；
形成
第二隔离区，
其中半导体条位于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间，
且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
是由不同的材料所形成；
凹陷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
使得部分半导体条突出高于第一
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以形成半导体鳍片；
形成栅极堆叠在半导体鳍片的第一部分上；
蚀刻
半导体鳍片的第二部分以形成凹部；
自凹部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
及成长第二半导体材料在第一半导体材料上。
附图说明
[0009] 当与附图一起阅读时，
自以下的详细描述中可以最好地理解本揭露的各方面。值
得注意的是，
依照行业的标准方法，
各种特征并未按比例绘制。事实上，
为了讨论的明确性，
各种特征的尺寸可任意增加或减少。
[0010] 图 1 至图 20是 依 据一些实 施 例的 形成 鳍式 场效晶 体管 (Fin Field ‑Eff ect
Transistors，
FinFETs)的中间阶段的剖面图及透视图；
[0011] 图21绘示依据一些实施例的用于形成FinFETs的制程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揭露的内容提供了用于实现所提供标的的不同特征的许多不同实施例或示
例。
以下描述组件及布置的具体示例以简化本揭露。当然，
这些仅仅是示例，
而不是限制性
的。例如，
于随后的描述中在第二特征上形成第一特征可以包括第一及第二特征的形成为
直接接触的实施例，
亦可包括在第一及第二特征之间可形成及/或设置附加特征的实施例，
使得第一及第二特征可为非直接接触。此外，
本揭露可重复各种示例中的参考标号或字母。
前述作法本身并不表示所讨论的各种实施例及/或配置之间的关系。
[0013] 此外，
在本文中可使用诸如“在…之下”、
“在下方”、
“较低的”、
“在…之上”、
“较高
的”等相对空间术语，
以便于描述如图所示的一个元件或特征与另一个元件或特征。相对空
间术语旨在包括除了图中所示的取向之外的使用或操作装置的不同取向。装置可以其它方
式定向，
例如，
旋转90度或其它取向，
并且本文使用的相对空间描述符同样可相应地解释。
[0014] 依据各种示例性实施利提供鳍式场效晶体管及其制造方法，
并说明形成FinFETs
的中间阶段。讨论实施例的变型。在各种视图及说明性实施例中，
相同的参考标号用于表示
类似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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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至图20是依据一些实施例的形成FinFETs的中间阶段的剖面图及透视图。
图21
所示的制程流程200中亦示意性地显示图1至图20所示的步骤。
[0016] 图1绘示作为半导体晶片的一部分的基板20的透视图。
基板20为半导体基板，例
如，
硅基板、
硅碳基板、
硅锗基板、
绝缘体上硅基板或由其它半导体材料形成的基板。基板20
也可以由其它半导体材料，
例如，
III‑V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形成。基板20可轻掺杂p型或n型
杂质。
[0017] 衬垫氧化物22及硬遮罩24形成在半导体基板20上。
根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衬
垫氧化物22由氧化硅形成，
氧化硅可以通过氧化半导体基板20的表面层而形成。硬遮罩24
可由氮化硅、
氮氧化硅、
碳化硅、
碳氮化硅等形成。
[0018] 接着，
如图2所示，
图案化硬遮罩24、
衬垫氧化物22及基板20以形成沟槽26。
因此形
成半导体条28。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02中说明。沟槽26延伸至半导体
基板20中，
并且在长度方向彼此平行。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沟槽26的深度D1在约80nm
与约130nm之间的范围。应当理解，
在整个说明书中引用的数值是示例，
亦可采用不同的数
值而不背离本揭露的原理。
[0019] 所示的元件区是相应晶圆及晶片中的多鳍片元件区。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所示的元件区是将形成n型FinFET的n型FinFET区。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所示的元件
区是将形成p型FinFET的p型FinFET区。在本揭露所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
描述两个半导体
条作为示例，
且两个半导体条组合使用以形成相同的FinFET。如图19所示的示例，
应当理解
地，
可使用更多的半导体条以形成相同的FinFET。在整个说明书中，
用于形成相同FinFET的
多个半导体条组合并称之为半导体条组。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相同条组中的相邻半
导体条28具有间隔S1，
称为“组内间隔”。
组内间隔小于相邻条组之间的间隔，
相邻条组之间
的间隔称为“组间间隔”。相邻条组用于形成不同的FinFET。
[0020] 参考图3A，
形成硬遮罩层30以覆盖半导体条28。.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
程的步骤204中说明。硬遮罩层30在半导体条28的顶表面及侧壁上延伸。此外，
硬遮罩层30
在沟槽26下的部分半导体基板20的顶表面上延伸。选择沉积方法使得所得到的硬遮罩层30
实质上共形，
垂直部分的厚度T1等于或实质上等于水平部分的厚度T2。举例而言，
厚度T1可
以是厚度T2的大约80％到100％之间。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沉积方法包含原子层沉积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低压化学气相沉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LPCVD)、
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等。
[0021] 硬遮罩层30可由氧化铝(Al O )、
氮化硅、
氧化硅等形成。硬遮罩层30包含在相邻半
2 3
导体条28之间的两个垂直部分，
每一个垂直部分在其中之一半导体条28的侧壁上。硬遮罩
层30的两个相邻垂直部分彼此由间隙29间隔开，
其亦显示在图3B中。
图3B绘示图3A所示的
结构的剖面图，
并绘示硬遮罩层30的两个相邻垂直部分之间的间隙29。间隙29具有非常高
的纵横比 ，
纵横比可以大于约15，
并可在约15与约30之间。应当理解，
间隙29是相应于沟槽
26的未填充部分。在随后的讨论中，
术语“外沟槽”用于表示位于相同条组中的最外侧半导
体条28的外侧，
即图示的左侧和右侧上的沟槽26。术语“内沟槽”用于指在相同条组中的半
导体条28之间的沟槽26。外沟槽26具有比间隙29更小的纵横比。
[0022] 接着参考图4，
执行第一非等向性蚀刻以去除硬遮罩层30的水平部分。相应的步骤
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06中说明。可使用例如氟化氢(hydrogen fluoride，
HF)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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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蚀刻气体，
通过干蚀刻来执行第一非等向性蚀刻。在第一非等向性蚀刻之后保留半导体
条28的侧壁上的硬遮罩层30的垂直部分。
[0023] 蚀刻的结果为露出硬遮罩24的顶表面。
此外，
亦露出外部沟槽26底部的半导体基
板20的顶表面。在第一次非等向性蚀刻后，
执行第二非等向性蚀刻以进一步蚀刻半导体基
板20，
使得外沟槽26进一步向下延伸至低于硬遮罩层30的底部边缘。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
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06中说明。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沟槽26的深度D2增加至约
120nm与约160nm之间的范围。依据一些示例性实施例，
深度差(D2‑D1)可在约30nm与约50nm
之间的范围。
[0024]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使用与在第一非等向性蚀刻中使用的蚀刻剂气体不同
的蚀刻剂气体来执行第二非等向性蚀刻。依据替代实施例，
第一及第二非等向性蚀刻使用
相同的蚀刻剂气体，
例如含氟气体或含氯气体来执行。第一非等向性蚀及第二非等向性蚀
刻步骤可在相同的制程腔体中执行，
两步骤之间无间歇。在整个说明书中，
半导体基板20中
半导体条基
比延伸的外部沟槽26的底部高且低于半导体条28的部分称为半导体条基底32，
底32是半导体条28所在的基底。
半导体条基底32是在半导体基板20下面的主体部分之上。
[0025] 在第二蚀刻步骤中，
将硬遮罩24与硬遮罩层30的垂直部分组合用作第二非等向性
蚀刻的蚀刻遮罩，
因此半导体条基底32的侧壁可垂直对准硬遮罩层30的垂直部分的外侧
导致半导体条基底32的露出的侧壁自硬遮罩层30
壁。依据蚀刻制程，
可能会形成一些底切，
的垂直部分相应的外边缘倾斜及凹陷。
[0026] 再参考图3B，
在间隙29中，
硬遮罩层30的水平部分30’位于间隙29的底部并露出于
间隙29。水平部分30’可具有等于厚度T2的厚度，
亦即外沟槽26中的底部30”的厚度。外沟槽
26具有比间隙29更低的纵横比。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由于间隙29(图3B)的高纵横比 ，
在第一及第二非等向性蚀刻制程中，
在间隙29下的硬遮罩层30的底部30’的蚀刻速率比外
沟槽26中底部30”的蚀刻速度低得多。
因此，
在第一蚀刻步骤及第二蚀刻步骤之后保留了底
部30’。
因此，
直接在间隙29下方的半导体条基底32的部分被保护免于图4所示的蚀刻步骤。
[0027] 接着执行等向性蚀刻，
例如湿蚀刻以去除硬遮罩层30的剩余部分，
因而露出半导
体条基底32的侧壁。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08中说明。所得到的结构如
图5所示，
其显示了位于同一半导体条基底32上的多个半导体条28。
虽然说明了两个半导体
条28以作为示例，
但是可以有单个、
三个、
四个或更多个半导体条28位于同一半导体条基底
32上。在整个说明书中，
半导体条基底32可认为是基板20的一部分，
或者可认为是主体基板
20上的分离部分。
[0028] 接着如图 6A所示 ，
在 沟槽26 (图 5) 中 形成隔 离区 ，隔 离区 可以 是浅 沟槽隔 离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
STI)区34。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10中
说明。前述形成可包含在半导体区20、
28及32的露出部分上形成例如氧化硅的衬氧化物。用
介电材料填充剩余的沟槽26，
例如，
使用可流动化学气相沉积(Flowabl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FCVD)的氧化硅，
并执行CMP对电介质材料的顶表面进行平坦化，
使其与硬遮罩
24的顶表面齐平，
如图5所示。在CMP之后，
去除图5的硬遮罩24。
或者，
CMP在半导体条28的顶
表面上停止。在图6A所示的结构的俯视中，
每一个半导体条基底32可以是由各个STI区34包
围的条带，
或者可以是细长条带，
细长条带的相对端连接至主体半导体基板20。在整个说明
书中，
相同条组中两个相邻半导体条28之间的STI区34的部分称为组内STI区34，
亦表示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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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所示的组内STI区34A可代表多个组内STI区34A。相同条组的最外侧半导体条28的外侧
的STI区34称为组间STI区，
表示为34B。
[0029] 图6B绘示依据本揭露的替代实施例所形成的STI区34。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通过分开的制程形成组间STI区34B及组内STI区34A。举例而言，
组间STI区34B的形成包含
第一蚀刻制程以蚀刻半导体基底20，
然后填充相应的沟槽。在形成组间STI区34B之前或之
后，
形成组内STI区域34A，
前述形成包含第二蚀刻制程以蚀刻半导体基底20，
然后填充相应
的沟槽。
由于组内STI区34A及组间STI区34B是分别形成，
所以它们可以由相同的介电 质材
料或选自氧化硅、
氮化硅、
碳化硅、
氮氧化硅等不同的材料来形成。
[0030] 接着参考图7，
STI区34是凹陷的，
使得所得到的STI区34的顶表面比半导体条28的
顶表面低。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12中说明。在整个说明书中，
突出于
STI区34顶表面之上的半导体条28的顶部称为半导体鳍片36。剩余STI区34的顶表面进一步
高于半导体条基底32的顶表面。
[0031] 参考图8，
虚拟栅极堆叠38形成在半导体鳍片36上。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
流程的步骤214中说明。
虽然说明了单个虚拟栅极堆叠38，
但可同时形成多个平行的虚拟栅
极堆叠38，
多个虚拟栅极堆叠38中的每一个横跨每个半导体条28。虚拟栅极堆叠38覆盖半
导体鳍片36的一些部分，
留下未覆盖的其它部分。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虚拟栅极堆叠
38包含虚拟栅极介电质40及虚拟栅极介电质40上方的虚拟栅极电极42。虚拟栅极介电质40
可由氧化硅形成，
且虚拟栅极电极42可由，
例如多晶硅形成。硬遮罩44形成在虚拟栅极电极
42上，
并且在形成虚拟栅极电极42时用作蚀刻遮罩。硬遮罩44可包含氮化硅及/或氧化硅，
且可以是单层或包含多个层的复合层。举例而言，
硬遮罩44可包含氧化硅44A以及在氧化硅
44A上的氮化硅层44B。虚拟栅极堆叠38的形成可包含将各个层作为覆盖层沉积，
然后蚀刻
覆盖层。虚拟栅极堆叠38可具有长度方向，
前述长度方向实质上垂直于各个半导体鳍片36
的长度方向。
[0032] 进一步参考图8，
形成间隔层46。I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间隔层46是由氧化
硅、氮化硅、氮氧化硅、
氧化碳氮化硅(SiOCN)、
碳氮化硅(SiOC)、
氧化铝或前述的多层所形
成。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间隔层46是由SiOCN形成，
并可具有单层结构。依据替代实施
例，
间隔层46具有包含多个层的复合结构。举例而言，
间隔层46可包含氧化硅层及氧化硅层
上的氮化硅层。
间隔层46使用共形沉积方法，
例如ALD来形成。
[0033] 图9绘示间隔层46的蚀刻以形成位于虚拟栅极堆叠38的侧壁上的栅极间隔物48。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执行非等向性蚀刻以蚀刻间隔层46。去除间隔层46的水平部分。
此外，
由于半导体鳍片36的高度低于虚拟栅极堆叠38的高度，
所以半导体鳍片36的侧壁上
的间隔层46垂直部分的高度相对较小，
因此可在蚀刻中完全去除。
或者，
间隔层46的一些部
分可以留作鳍片间隔物50。另一方面，
虚拟栅极堆叠38的侧壁上的间隔层46垂直部分在蚀
刻之后具有剩余部分，
剩余部分称为栅极间隔物48。
由于蚀刻，
栅极间隔物48的顶表面比虚
拟栅极堆叠38的顶表面低。
[0034] 图10绘示图9所示结构的剖面图，
其中自包含图9中的线A‑A的垂直平面获得剖面
图。此外，
垂直平面与未被虚拟栅极堆叠38及栅极间隔物48覆盖的半导体鳍片36的部分相
交。在图10中，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鳍片间隔物50显示为留在半导体鳍片36的侧壁
上。依据替代实施例，
没有鳍片间隔物留下。
因此，
使用虚线绘示出鳍片间隔件50，
以表示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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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存在或可不存在。
[0035] 接着如图11所示，
蚀刻未被虚拟栅极堆叠38及图9的栅极间隔物48覆盖的半导体
鳍片36的露出部分以形成凹部52。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16中说明。蚀
刻是非等向性的，
使得直接在图9的虚拟栅极堆叠38下方的半导体鳍片36的部分受到保护
而不被蚀刻。在蚀刻半导体鳍片36之后，
继续蚀刻以去除STI区34之间的半导体条28的一些
部分，
使得凹部52在STI区34之间进一步延伸。
可以使用例如混合气体HBr/Cl2/O2、
混合气体
HBr/Cl2/O2或混合气体HBr/Cl2/O2/CF2来进行蚀刻。在形成沟槽52之后，
可执行额外的蚀刻
以去除如果此时仍留下的剩余的鳍片间隔物50。蚀刻可以是等向性的，
且可使用干蚀刻或
湿蚀刻来执行。
[0036]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在如图11所示的凹陷及蚀刻步骤之后，
组内STI区34A
调整蚀刻制程，
例如调整
的顶表面实质上与组间STI区34B的顶表面齐平。依据替代实施例，
蚀刻剂的组成，
使得组内STI区34A的顶表面低于组间STI区34B的顶表面。无论组内STI区
34A及组间STI区34B是否由相同或不同的材料形成，
都可以实现这一点。使用虚线53绘示组
内STI区34A的下表面。依据图6B所示的一些实施例，
组内STI区34A及组间STI区34B是由不
同的材料形成，
这使得容易调整STI区34A及34B的顶表面高度。
[0037] 图12至图16绘示自剩余半导体条28成长的重新成长磊晶区56的制程。
磊晶区56形
成所得的FinFET的源极/漏极区。当相应的FinFET是p型FinFET时，
磊晶区56可包含掺杂有
硼的硅锗，
或者当相应的FinFET是n型FinFET时，
磊晶区56可包含硅磷或硅碳磷。
[0038] 图12绘示磊晶区56进行磊晶的中间阶段。
通过磊晶步骤形成的各个磊晶区56可选
磊晶区56A包含硅
择性地表示为磊晶区56A。依据其中各个元件是n型FinFET的一些实施例，
18
3
磷，
其中磷具有第一浓度，
依据一些实施例，
浓度可在约1×10 /cm 至约1×1020/cm3之间。
制程气体可包含硅烷及含磷制程气体。此外，
可将蚀刻气体，
例如HCl加入至制程气体中以
达到选择性生长。依据其中各个元件是p型FinFET的一些实施例，
磊晶区56A包含硅锗硼，
硼
18
3
20
3
具有第一浓度，
依据一些实施例，
浓度亦可在约1×10 /cm 至约1×10 /cm 之间。制程气
体可包含硅烷、
锗烷及含硼制程气体。
此外，
可将蚀刻气体，
例如HCl加入至制程气体中。
[0039] 然后在图12中的磊晶区56A上执行回蚀刻。
因此，
去除虚线区57中的磊晶区56A的
转角部，
所得到的磊晶区56A如图13所示。
图12及图13中所示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
的步骤218中说明。
当蚀刻磊晶区56A的转角部时，
磊晶区56露出的非转角部分也被回蚀刻。
然而，
磊晶区56A的转角区比非转角部分蚀刻得更快，
因此磊晶区56A平滑化且为圆角状。依
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用制程气体，
包含例如HCl的蚀刻气体执行回蚀刻，
且制程气体不
包含用于沉积磊晶区56的制程气体。举例而言，
在回蚀中使用的制程气体不包含硅烷及锗
烷。依据本揭露的替代实施例，
使用蚀刻气体，
包含例如HCl的制程气体及用于沉积磊晶区
56的制程气体，
像是硅烷及锗烷，
来执行回蚀刻。
因此，
沉积及蚀刻同时发生。控制例如蚀刻
气体及沈积气体的流速的制程条件，
使得蚀刻速率高于沉积速率以达到净效应为蚀刻。在
整个说明书中，
将沉积步骤及随后的回蚀刻相结合称为沈积‑回蚀刻循环，
沉积‑回蚀循环
的最终结果是沉积。
[0040]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回蚀刻例如，
在蚀刻期间不在蚀刻腔体中施加偏压功
率时，
是等向性的，
使得磊晶区56A的侧转角区及顶转角区以相似的速率回蚀刻。这可以在
相邻的FinFET接近时使用，
且理想上限制磊晶区56A的横向生长以防止不同FinFET的磊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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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彼此桥接。依据替代实施例，
除了等向性效应，
回蚀刻具有非等向性效应，
例如，
通过在回
蚀刻时在蚀刻腔体中施加偏压功率，
使得顶转角比侧转角更加平坦。这将导致所得到的合
并磊晶区的顶部表面轮廓更平坦，
如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讨论的那样。
[0041] 在整个说明书中，
磊晶区56A的磊晶被称为层‑1沉积。磊晶区56A具有比随后成长
的如图15中的磊晶区56B更低的磷浓度、硼浓度或锗浓度。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层‑1
沉积包含一个沉积‑回蚀刻循环或多个沉积‑回蚀循环，
每个循环产生扩大的磊晶区56A。
[0042] 图14绘示磊晶区56额外的沉积‑回蚀刻循环。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磊晶区56
在进一步成长之后具有由实线58标示位置的表面。在磊晶区56上执行回蚀刻，
使表面凹陷
至虚线60标示的位置。额外的沉积‑回蚀刻循环的制程气体及条件可类似于之前的沉积‑回
蚀刻循环中相应的制程气体及条件。依据一些实施例，
在第二沉积‑回蚀刻循环中成长的磊
晶区也是磊晶区56A，
具有与图12中绘示的磊晶区56A相同的组成。依据替代实施例，
第二沉
积‑回蚀刻循环中成长的磊晶区是磊晶区56B，
将在后续段落中讨论。
[0043] 图15绘示的连续成长，
或指成长及回蚀刻，
以形成磊晶区56(以下称为56B) ，
造成
离散的磊晶区56合并以形成连续的磊晶区56。可形成气隙70并密封在磊晶区56中。依据本
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每一个气隙70中包含圆形底部部分及三角形顶部部分。如图所示，
三角
形顶部具有实质上直的边缘。气隙70也可具有其它形状，
形状取决于磊晶制程及磊晶区56
由于半导体鳍片36不在所示的平面内，
所以标
的材料。半导体鳍片36的位置亦显示于图中。
示为虚线。
[0044] 图12至图16所示的沉积步骤可包含用于形成磊晶区56A的层‑1沉积及用于形成磊
晶区56A上的磊晶区56B的层‑2沉积步骤。磊晶区56A及56B的组合称为磊晶区56。磊晶区56B
具有与磊晶区56A不同的组成。举例而言，
磊晶区56B可具有比磊晶区56A更高的掺杂浓度。
依据相应的各个元件是n型FinFET的一些实施例，
磊晶区56B包含硅磷，
硅磷当中的第二磷
18
浓度高于磊晶区56A的第一磷浓度。举例而言，
第一磷浓度可在约1×10 /cm3至约1×1010/
cm3的范围之间，
第二磷浓度可在约1×1019/cm3至约1×1021/cm3的范围之间。第二磷浓度可
比第一磷浓度高一个数量级、
二个数量级以上。
[0045] 依据相应的各个元件是p型FinFET的一些实施例，
磊晶区56B包含硅锗硼，
硅锗硼
的硼具有第二硼浓度，
高于磊晶区56A中的第一硼浓度。举例而言，
第一硼浓度可在约1×
18
10
3
19
10 /cm3至约1×10 /cm 的范围之间，
第二硼浓度可在约1×10 /cm3至约1×1021/cm3的范
围之间。第二硼浓度可比第一硼浓度高一个数量级、二个数量级或更高。若SiGeB用于p型
FinFET，
则在磊晶区56B中的锗原子百分比也可高于磊晶区56A中的锗原子百分比。
[0046] 依据一些实施例，
自层‑1沉积至层‑2沉积的转变发生在磊晶区56合并之前。所得
到的结构类似于图15所示，
其中磊晶区56B彼此合并，
而磊晶区56A不合并。依据替代实施
例，
自层‑1沉积至层‑2沉积的转变发生在磊晶区56合并之后。在所得到的结构中，
磊晶区
56A(而不是56B)将彼此合并。层1沉积及层‑2沉积中的每一个可包含一个或多个沉积‑回蚀
刻循环。
[0047] 离散磊晶区56的合并需要磊晶区56的横向成长，
当磊晶区56成长至高于STI区34
的顶表面时发生横向生长，
因此无STI区34的区域会避免侧向生长。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
例，
组内STI区34A具有如虚线53所示的顶表面，
此顶表面低于组间STI区34B顶表面，
因此最
外部磊晶区56的外侧壁比面向组间STI区34A的内侧壁更晚开始横向生长。这降低了磊晶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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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桥接至相邻FinFET的磊晶区的可能性，
同时维持了用于合并相同FinFET的磊晶区56的横
向生长。
[0048] 接着，
执行回蚀刻，
其中虚线区59表示在回蚀刻期间去除的部分磊晶区56。得到的
结构如图16所示。应当理解地，
除了转角区之外的磊晶区56露出部分亦被回蚀刻。然而，
磊
晶区56的转角部比其他区蚀刻得更快，
因此磊晶区56平滑化且为圆角状。
[0049] 在磊晶区56的形成完成之后，
磊晶区56的顶表面可类似于图16所示，
存在轻微的
上下拓扑。顶表面也可类似于图17所示，
其中磊晶区56的顶表面具有直接在多个半导体条
28上延伸的平坦部分，
磊晶区56的顶表面的平坦部分在离散的磊晶区56彼此连接的位置上
没有可区分的凹陷。这是通过例如在合并磊晶区56之后的至少一个沉积‑回蚀刻或通过在
磊晶区56合并之后执行多个沉积‑回蚀刻循环而实现，
其中每个沉积‑回蚀刻循环皆造成顶
部表面平坦化。
[0050] 随后，
执行多个制程步骤以完成FinFET的形成。如图17所示，
在磊晶区56和虚拟栅
极堆叠38上形成接触蚀刻停止层(Contact etch stop layer，CESL)72及层间介电 质
(Inter‑Layer Dielectric，
ILD)74，
可参见图9。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
220中说明。执行平面化，
例如使用化学机械抛光(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
CMP)或机
械研磨的以除去CESL 72及ILD 74的多余部分，
直到露出如图9的虚拟栅极堆叠38。用替换
在图20中显示所得到的替换
栅极取代虚拟栅极堆叠38。未显示形成替换栅极的步骤。然而，
栅极80。如图20所说明，
替换栅极80包含位于相应半导体鳍片36的顶表面及侧壁上的栅极
介电质76以及栅极介电质76上的栅极电极78。栅极介电质76可包含经由热氧化形成的界面
层。栅极介电 质76的形成还可包含一个或多个沉积步骤，
且所得到的栅极介电 质76的形成
层可包含高k介电质材料。然后栅极电极78形成在栅极介电质76上，
栅极电极78可由金属层
形成。
[0051] 在形成替换栅极80之后，
执行图18所示的制程步骤，
蚀刻ILD 74及CESL72以形成
接触开口82，
使得磊晶区56露出。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22中说明。接
着，
形成金属层84及金属氮化物层86。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金属层84由钛形成，
金属
氮化物层86由氮化钛形成。层84及86至少形成在磊晶区56的顶表面上，
并可以是延伸至磊
晶区56的 侧壁及面向下的小平面上的共形层。接着参考图19执行退火 ，并且在所得的
FinFET90的源/漏区的磊晶区56的表面上形成源极/漏极硅化物区88。相应的步骤在图21所
示的制程流程的步骤224中说明。然后源极/漏极接触插塞92形成在ILD74中，
并电性连接至
相应的源极/漏极硅化物区88。
FinFET 90就此形成。
[0052] 图20绘示FinFET 90的剖面图，
图20是自图19中的平面交叉线20‑20获得剖面图。
图20绘示多个替换栅极80及多个源极/漏极区56。多个源极/漏极区56由多个替换栅极80共
享作为共用源极区或共用漏极区。
[0053] 本揭露的实施例具有一些有利的特征。
组内STI区限制了磊晶区的生长，
因而有助
于形成气隙。此外，
磊晶源极/漏极区的沉积及蚀刻导致磊晶源极/漏极区的顶表面具有更
平坦的顶表面，
所得到的FinFET可实现更好的性能。
[0054]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延伸进入半
导体基板的多个隔离区；
凹陷这些隔离区，
使得这些隔离区之间的多个半导体条的部分突
出高于这些隔离区以形成多个半导体鳍片；
凹陷这些半导体鳍片以形成多个凹部；
自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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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部磊晶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第一半导体材料；
以及自已回蚀刻的第一半导体材料
磊晶成长第二半导体材料。
[0055] 在一实施例中，
蚀刻第一半导体材料是在磊晶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之后执行。
[0056] 在一实施例中，
第二半导体材料与第一半导体材料不同。
[0057] 在一实施例中，
第二半导体材料具有比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n型掺杂浓度。
[0058] 在一实施例中，
第二半导体材料具有比第一半导体材料更高的p型掺杂浓度。
[0059] 在一实施例中，
自不同这些凹部开始成长的第二半导体材料彼此合并，
自不同这
些凹部开始成长的第一半导体材料彼此不合并。
[0060] 在一实施例中，
回蚀刻包含非等向性蚀刻。
[0061] 在一实施例中，
回蚀刻包含等向性蚀刻。
[0062]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栅极堆叠在
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上；
蚀刻第一半导体鳍片该第二半导体鳍片以形成第一
凹部及第二凹部；
分别自第一凹部及第二凹部成长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
回蚀刻第一
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
以及分别自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成长第三磊晶区及第四磊晶
区。
[0063] 在一实施例中，
当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彼此间隔开时，
执行回蚀刻第一磊晶
区及第二磊晶区。
[0064] 在一实施例中，
当第一磊晶区及第二磊晶区彼此接合时，
执行回蚀刻第一磊晶区
及第二磊晶区。
[0065] 在一实施例中，
第三磊晶区及第四磊晶区彼此连接，
且具有气隙密封在第三磊晶
区与第四磊晶区连接处的下方。
[0066] 上述方法还包含形成第一隔离区在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之间该第
一隔离区具有第一底面；
以及形成第二隔离区在第一半导体鳍片的外侧上，
其中第一隔离
区及第二隔离区位于第一半导体鳍片的相对侧上，
第二隔离区具有比该第一底面低的一第
二底面。
[0067] 在一实施例中，
形成第一隔离区及形成第二隔离区是在共同的制程中执行。
[0068] 在一实施例中，
第
在不同的处理制程中执行形成第一隔离区及形成第二隔离区，
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是由不同材料所构成。
[0069]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栅极堆叠在
半导体鳍片上；
自半导体鳍片成长磊晶区以形成源极/漏极区的第一部分；
蚀刻磊晶区；
再
成长磊晶区；
以及形成硅化物区在磊晶区的顶表面上。
[0070] 在一实施例中，
在蚀刻磊晶区时，
回蚀刻磊晶区的转角区。
[0071] 在一实施例中，
使用不含硅及锗的制程气体执行蚀刻该磊晶区。
[0072] 在一实施例中，
使用氯化氢作为制程气体执行蚀刻磊晶区。
[0073] 在一实施例中，
使用包含硅或锗的第一制程气体及包含氯化氢的第二制程气体来
执行成长磊晶区。
[0074]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第一隔离区
及第二隔离区，
在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之间具有半导体鳍片，
其中第一隔离区相较于
第二隔离区延伸至更深的半导体基板内；
使半导体鳍片凹陷，
以在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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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形成凹陷；
执行第一磊晶自凹部成长半导体区；
蚀刻半导体区；
以及执行第二磊晶以
扩大半导体区。在一实施例中，
形成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在分开的制程中执行。在一实
形成第一隔离
施例中，
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由不同的介电质材料形成。在一实施例中，
区及第二隔离区是在共同的制程中执行。
[0075]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延伸至半导
体基板中的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域；
形成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
其中第
一半导体鳍片在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之间，
第二隔离区在第一半导体鳍片及第二半导
体鳍片之间，
其中第一隔离区相较于第二隔离区延伸进入更深的半导体基板；
使第一半导
体鳍片及第二半导体鳍片凹陷，
分别形成第一凹部及第二凹部；
以及自第一凹部及第二凹
部成长半导体区，
其中气隙密封在半导体区下方，
且气隙与第二隔离区域重叠。此方法还包
含蚀刻半导体区；
以及执行第二磊晶以扩大半导体区。在一实施例中，
执行生长半导体区以
沉积第一半导体材料，
并且在第二磊晶中沉积不同于第一半导体材料的第二半导体材料。
[0076] 依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
一种鳍式场效晶体管的制造方法包含形成第一隔离
区；
形成第二隔离区，
其中半导体条位于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之间，
第一隔离区及第二
隔离区由不同的材料形成；
凹陷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
使得半导体条的一部分突出高
于第一隔离区及第二隔离区以外形成半导体鳍片；
形成栅极堆叠在半导体鳍片的第一部分
自凹部成长第一半导体材料；
蚀刻第一半导体
上；
蚀刻半导体鳍片的第二部分以形成凹部；
材料；
以及在第一半导体材料上成长第二半导体材料。在一实施例中，
气隙密封在第一及第
二半导体材料之下。在一实施例中，
第二半导体材料具有不同于第一半导体材料的组成。
[0077] 上述概述了几个实施例的特征，
使得所属领域具有通常知识者可更好地理解本揭
露的各方面。所属领域具有通常知识者应当理解，
他们可轻易地以本揭露内容为基础设计
或修改以用于执行与本文介绍的实施例具有相同目的或实现相同优点的其它制程及结构。
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应当意识到，
这种等同的结构不脱离本揭露的精神及范围，
并且在不脱
离本揭露的精神及范围的情况下，
它们可以进行各种改变，
替换及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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