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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本製程技術 

 

基本製程技術，即為單一製程（Unit Process），包含清洗技術等，區分為七項。

此章將闡述基本製程技術的具體內容。而基本製程技術的分類，乃事先考慮其製

程、裝置，以及材料開發等相關應用，採用其中最合理的分類方式。 

此章敘述各項技術的概括、技術的目的和目標，以及如何運用於半導體元件製造

上，並針對各項技術的基本範本、原理、相關裝置與材料進行解說。此外，也會

探討各項技術的最新動向，以及未來可能面對的課題。 



5.1 清洗技術 

  半導體元件的製造流程中，將一次又一次反覆進行清洗製程，用以維持基板

表面的清潔，並有效去除微粒和金屬污染等。目前雖然仍使用傳統的濕式清洗技

術，但隨著元件的微細化，經常需要技術層面的提升。現在以 CMP，與銅配線

的相關技術最為熱門。 

 

5.1.1 清洗技術的概括 

  半導體元件的製造上，清洗的目的是為了去除基板表面的各種污染。 

    不論有沒有眼睛看得見（當然也包括 SEM－掃瞄式電子顯微鏡）的東西，

或是眼睛看不見的東西，所有基板上的污染，都大大影響元件的良率與可靠性。

甚至連大小為設計法則（最小線寬）十分之一的微粒，也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製造製程中，污染的發生可分為兩種，一在晶圓的處理過程（搬運及保管）

中發生，另一則在製程過程中發生。處理過程中污染發生的原因，一般而言相當

明確，只要搬運裝置和工具管理得當，就可以防患未然。但後者，製程中所發生

的污染，卻是相當棘手。依據不同的條件，製程種類相差十萬八千里，清洗卻又

必須對應所有的製程分別進行。以下綜合製程的種類，污染的種類，以及要以何

種清洗去除污染，顯示於表 5.1，表 5.2。 

  表 5.1 將污染分為離子性與非離子性。離子性污染中，當然以金屬離子的問

題最嚴重，不過近來陰離子也成為一大問題。基板的表面或內部，如果有離子存

在的話，則會干擾電場，影響元件的電子特性。雖然表上僅標示鹼金屬，但是其

他金屬也會以離子型態存在。 



表 5.1  VLSI 製造中污染的種類 ─依物質種類分類─ 

分類 污染物質 污染來源 發生原因，發生場所 

金屬離子 Na+, Li+, K+等 

（鹼金屬） 

自人體轉移，或由電鍍液、藥品

溶液、建材，原料所發生 

離子性污染 

陰離子 F-, Cl-, So4
-- 

（鹵素等） 

蝕刻、光阻、鍍金屬工程等 

有機物污染 蠟 

油 

樹脂 

－ 研磨工程、光阻工程，晶圓處理

全程，乾式蝕刻殘渣（聚合物）

重金屬 Fe, Ni, Cr 等 不銹鋼材、機器人、反應室 

晶圓處理全程 

貴重金屬 Au, Pt, Ag 等 

Cu 

建材、反應室內結構 

起因於製程本身，或於製程中發

生 

其他金屬 Al 

Ca, Mg 等 

（鹼土族） 

反應室的材料，處理建材，無塵

室結構，人體 

碳 C 乾式蝕刻工程、建材、承受器、

淋洗等，CVD、PVD 膜內也有 

 

 

 

 

非

離

子

性

污

染 

無機物污染 

氧化膜 

氧化物 

SiO2 

氧化矽，氧化鋁，氧化鈰等

自生氧化膜、氧化膜殘渣 

CMP 工程後的泥狀研磨劑殘渣 

 

  非離子性的污染，可分為有機物和無機物兩種。有機物的污染包括蠟、油、

樹脂等，在半導體元件的製造工程上，尤其以附著在光阻片上的污染最為嚴重。

此外，處理全程中，有機物都可能附著。無機物則如上表所示，包括金屬和氧化

物等，種類普遍。 

  表 5.2 依照污染的狀態進行分類，同時整合污染對元件的影響。污染雖然可

依狀態分為污染（contamination）、微粒（particle），以及看不見的污染三種，但

彼此間也互有重複。如果元件存在這些污染，對元件將發生重大的影響，最終甚

至可能造成良率降低，可靠性下降的後果。 



表 5.2  VLSI 製造中污染的種類 ─依污染的狀態分類─ 

污染的分類 污染的內容 對元件的影響 

重金屬 氧化膜耐壓（TDDB）劣化 

pn 接面產生裂縫 

壽命縮短 

鹼金屬 Si-SiO2 界面不穩定 

（Vfh shift） 

Cu, Au 等 壽命縮短 

金屬污染 

Al 影響不明 

氧化膜殘留，自生氧化膜 接觸器電阻上升 

（斷路） 

聚合物殘渣 接觸器電阻上升 

污染 

（點狀、膜狀污染）

 

 

 

 

 

腐蝕（Al） 斷路／短路增加 

微粒 

（粒子狀污染） 

塵埃（有機，無機） 良率降低 

（斷路／短路） 

電漿損傷 

（導致結晶缺陷） 

SiO2 裂縫 

pn 接面裂縫 

充電 絕緣破壞、耐壓降低 

損傷 

（看不見的污染） 

 

離子植入（C, Cl, O 等） 接觸器電阻上升 

 

  目前已知像 Na 這類的鹼金屬污染，會延遲 MOS 元件的製造，不過清洗技

術的進步，也可說是從去除此類的污染而開始的。 

  損傷（看不見的污染）主要發生在與電漿相關的製程中。為了去除損傷，經

常必須直接刮除表面。但也是在最近，損傷才被納入清洗的範圍內。 

  直到最近，半導體元件的製造環境中，依然陸續引進各式各樣的新製程，由

於產生各式各樣的變化，使污染的機會增加，污染的情況也日益嚴重。隨之清洗

技術的細微化，其重要性也同時增加。目前加工的最小尺寸可達 0.1μm，加上

CMP、電鍍等製程陸續引進。面對這些新製程，新清洗技術的開發實在是刻不容

緩。表 5.3 整理 VLSI 的製造環境。 



表 5.3  VLSI 的製造環境 

‧超潔淨環境 ‧酸性、鹼性水溶液 

‧超純水 ‧有機溶劑 

‧超高純度藥品、氣體 ‧研磨材料（泥狀研磨劑）

‧超高潔淨度配管 ‧電鍍液 

‧高純度石英、石墨、SiC ‧氧化性氣體環境 

‧金屬製反應室 ‧還原性氣體環境 

‧高溫環境 ‧腐蝕性氣體環境 

‧高度真空環境 ‧電漿放電環境 

‧紫外線照射環境 ‧離子撞擊環境 

 

5.1.2 VLSI 中的清洗工程 

（1） 晶圓的清洗 

  元件的製造工程中，將一次又一次反覆進行清洗工程。雖然在每一項工程完

成後，或是下一項工程開始前，都必須清洗的動作，但每次的清洗都不同，必須

依照前後工程的內容、基板的狀態，以及此方法使用的藥水等，進行清洗工程的

選擇。也就是說，清洗的方法會隨矽基板本身，以及元件基板等部位，其表面為

SiO2 或 Al 等，而有差異。如果使用錯誤的話，很可能會破壞重要的構造。 

  元件製造廠商的生產線上，其清洗系統備有無數種的清洗流程，依不同目的

進行清洗。此外，他們的清洗系統，通常與前後工程的裝置直接連接，也就是採

用內建的方式進行清洗。例如 CMP 裝置或電鍍裝置，藉由內建的方式，可避免

將這些工程中產生的重大污染帶入無塵室內部，稱為＂Dry-in / dry-out＂。 

  表 5.4 將 VLSI 中清洗工程的種類具體標示出來。而實際進行清洗時，明瞭

基板處於何種狀態，則是非常重要的。 



表 5.4  VLSI 中的清洗工程 

清洗工程 基板的狀態 形狀 

初期清洗 矽基板的表面與背面  

氧化前處理 

 

 

 

 

 

矽基板的表面與背面 

（與磊晶成長前處理相同） 

矽基板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閘極氧化） 

Si3N4 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矽溝槽的結構 

 

CVD 前處理 多晶矽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Al 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Si 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高熔點金屬、矽化物與 SiO2 共

存的表面 

自生氧化膜 

LOCOS 
氧化膜 

（LOCOS 工程） 

內部殘留物 

其他 

 

濺鍍前處理 Si 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Al 與 SiO2 共存的表面 

多晶矽、矽化物、
W 等 

Al、SiO2 與 Si 共存的表面 

 

乾式蝕刻 

以及 

灰化後處理 

CVD SiO2

副產物、殘渣、損害存在的表

面 

 

CMP 後處理 SiO2 等 CMP 

（研磨劑及研磨片的附著） 

光阻 附著物、殘渣 

損傷層 

Cu 的 CMP（Damascene） 

 

電鍍後處理 元件晶圓的表面與背面 

研磨去除層
附
著
物

Cu 粒子污染 

 

 

 

Cu 粒子 元件表面 

表面及邊緣周圍 

 



  元件的製造工程中，進行清洗的狀態，包括有矽表面（Si），氧化矽（SiO2）

與矽共存的表面，以及鋁（Al）、氧化矽（SiO2）與矽共存的表面等，存在各式

各樣過渡狀態的構造。 

  此外，又可將工程區分為初期清洗、氧化前清洗、CVD 前清洗三部分。故

在生產線上，通常先規劃好具有氧化工程、CVD 工程、濺鍍工程等所需清洗流

程的清洗裝置。 

  矽晶圓送入半導體製造裝置的潔淨室後，最先進行的是初期清洗，因此初期

清洗是最基本的清洗。接下來就要開始進行元件的製造，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必

須去除所有令人擔心的污染。雖然初期清洗的程序已有 ASTM 標準規格，但各

元件的製造廠商，還是依照長年來的實際經驗，進行初期清洗。 

  雖然清洗工程全都很重要，但在矽與圖場氧化膜（表示為 LOCOS）共存的

閘極氧化工程，可算是 CMOS 元件的心臟，為最重要的清洗工程之一。在這個

清洗工程中，關鍵點是自生氧化膜的控制。元件的最前端必須進行 5～10 nm 的

閘極氧化，但矽表面一定會產生 1nm 厚的自生氧化膜。 

（2） 晶圓以外的清洗 

  半導體元件製造中，清洗技術不僅僅用於各元件製造的階段，更可應用在其

他各式各樣部分，例如半導體工廠使用的各式容器、處理工具、用於各裝置的零

件、反應管、承受器，與電極等都需要清洗。潔淨室內所進行的清洗，包括晶圓

的搬運機、晶圓匣盒、爐用石英管，以及晶圓保持器等。 

  潔淨室內清洗的次數相當頻繁，並使用特定的裝置。否則就算晶圓經過徹底

清洗，一旦搬運晶圓的容器已經被污染的話，一樣會導致晶圓的污染。 



  特別是在晶圓搬運時，晶圓搬運機上有無光阻片、矽片、氧化矽片等殘留，

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此外，在 CVD 和濺鍍的裝置中，有所謂的＂in-situ clean＂

工程，意思是＂原地進行清洗＂，即在裝置內設置好下一個晶圓進入前，利用氣

體進行清洗的功能。這項功能也被視為清洗的一項應用。此外，也有在裝置內設

有洗淨室，於裝置內進行前處理或後處理的例子。舉例來說，氧化爐內設有氧化

前清洗室。類似這樣的裝置整合，往後可能有更大的進展。 

 

5.1.3 清洗的基本範本 

（1）基本的清洗程序 

  VLSI 的製造工程中，清洗雖然分為各式各樣的型態，但各污染要以什麼方

法去除，其範本幾乎都已確立，並建立所謂的標準技術。只不過，隨著現場狀況，

技術的組合和順序會有所變動，使用的藥水種類和組成也會不同。圖 5.1 為基本

的洗淨流程，但清洗並非一定要照圖上的順序來進行，本圖僅以一般的思考方

式，判斷污染的內容要依這樣的順序去除。 

  首先，有機物的去除除了以藥水進行處理外，也使用機械的方式。一般來說，

頂尖的半導體工廠不太會發生顯著的有機物污染，因此使用氧化性的酸進行處理

已綽綽有餘。初期清洗看來很普通，卻是必要的。 

  說些題外話，當晶圓製造廠商製造好矽晶圓，先經過高度清洗後，利用真空

或氮氣包裝，然後才販賣給元件製造廠商。而元件製造廠商在潔淨室拆除包裝，

送入生產線，這個時候，是要選擇進行初期清洗呢，還是選擇直接將晶圓放入爐

內呢？依常識判斷，應該要再度進行清洗，但若清洗技術水準不佳，說不定反而

會造成污染。 



損傷層 

灰化 

乾式蝕刻 

污染去除（聚合物、金屬、碳等） 

電漿處理 

濕式處理（有機鹼等） 

損傷層去除（照射損傷） 

濕式蝕刻（HF-HNO3 類等） 

保護氧化（爐） 

氧化膜去除 

水洗  水洗 

乾燥  乾燥 

一般污染、微粒                           

去除有機物（油、蠟、指紋、光阻殘渣等） 

有機溶劑處理 

界面活性劑處理 

刷除 

氧化處理 

鹼處理 

電漿處理 

氧化物去除（自生氧化膜） 

HF 水溶液，無水 HF 處理 

金屬雜質去除 

酸處理 

離子性雜質去除（金屬離子、無機離子） 

酸處理、水洗 

粒子雜質（微粒） 

水洗（超音波、刷除、噴灑、高壓吹風等） 

RCA 清洗 

氧化膜去除（自生氧化膜） 

HF 水溶液，無水 HF 處理 

最終的水清洗 

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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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元件晶圓清洗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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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要去除氧化膜，在此進行自生氧化膜的去除。矽的表面具有活性，所

以當暴露在大氣中，表面會自然形成 SiO2 膜（native oxide）。此外，膜內還吸收

了大氣中的浮游污染（微粒），所以這層膜一定要去除。經過去除的新表面上，

雖然又會快速形成自生氧化膜，但這次形成的自生氧化膜是乾淨的，接下來儘快

進行下一個工程。 

  去除 SiO2 的藥水是用氟化氫（HF）水溶液。接下來去除金屬雜質、離子性

雜質、粒子雜質（微粒），一般標準是使用 HCl 類或 NH4OH 的藥水，此方法稱為

RCA 清洗。之後再用 HF 水溶液處理，水洗，再乾燥。 

  矽表面最後經 HF 處理，所以具有高度活性，但因表面快速形成自生氧化膜，

短期內具有疏水性。因此，表面是否有 SiO2 存在，可從表面為親水性或疏水性來

判斷。最後以 HF 進行處理－也就代表活性表面具有相當的危險，若自生氧化膜

已在乾淨的狀態下形成，則可用氫處理表面等方法進行收尾。 

  清洗工程中，實際上以乾燥工程最為重要。如果無法順利完成乾燥，表面會

產生膜狀的污染，將無塵室的浮游微粒等固定在其中。這稱為水痕（watermark）。

可藉由水痕的有無，來決定清洗的良莠一點也不誇張。想要一口氣將表面的水分

去除，可用旋轉乾燥法（spin dry），或一邊以 IPA（Isopropyl alcohol）置換，一邊

進行乾燥等方式進行。 

  此外，圖 5.1 中也顯示去除損傷的過程。對灰化和乾式蝕刻工程來說，此項

工程為必須的，決定是否去除表面極薄的一層，或是進行保護氧化等工程。但是

當製程的條件不同，卻又不是必要的工程。 

（2）清洗方法的分類 

  VLSI 清洗的基本範本示於圖 5.2。目前仍以濕式清洗為主流，此外尚包括超

音波、megasonic、刷除、高壓噴灑等輔助方式。例如在 CMP 後需要去除微粒，

利用這類的清洗方式，普遍認為可有效去除冰、乾冰等微粒。 

 
 
 
～以上僅節錄部份，純粹做為介紹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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