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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說明書替換頁（96'公）告本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 -------  

探申請案號：094143377
※申請日期：『4Γ2、》 ※"（：分類：B23K 乂/U ,%

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渤P ，也L ί
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被分割體之分割方法及利用脈衝雷射 

光之被加工物之加工方法

二、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日商雷射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SER SOLUTIONS CO., LTD. 
代表人：（中文/英文）

吉本武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日本國京都府京都市南區東九條南石田町5番地

5 MINAMIISHIDACHO, HIGASHIKUJYO, MINAMI-KU, KYOTO-

SHI, KYOTO 601-8033, JAPAN
國籍：（中文/英文） 

日本 JAPAN

107006-960607.do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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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明人：（共3人）

姓名：（中文/英文）

1·長友正平

NAGATOMO, SYOHEI

2. 栗山規由

KURIYAMA, NORIYUKI

3. 增尾純一

MASUO, JUNICHI
國籍：（中文/英文）

1. 日本 JAPAN

2. 日本 JAPAN

3. 日本 JAPAN

化年匕月£日修（灭）正本2-時夏

107006-960504.do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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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0 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0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日本；2004年 12月 08 日；特願2004-355033

2. 日本；2005年07月 22 日；特願2005-212364

□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2.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

II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 【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 【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107006-960504.do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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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利用雷射光之微細加工方法，尤其係 

關於一種分割被加工物時較好之處理方法。

【先前技術】

利用YAG雷射（銘鋁石榴石雷射）等雷射光進行熔接或切 

斷、鑽孔等加工方法，一直以來得到廣泛應用。近年來， 

例如藉由利用有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雷射，對藍寶石等 

硬度較高、且具有脆性之基板材料，或於該基板上利用 

GaN（氮化錄）等同樣硬脆之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薄膜，形 

成短波長LD（雷射二極體）、LED（發光二極體）等元件者， 

實施分割加工等，以此為目的之裝置亦為大家熟知（例 

如，參照日本專利特開2004-114075號公報及日本專利特 

開2004-9139號公報）。專利文獻1及專利文獻2中揭示有一 

種裝置，其藉由照射雷射光，並使該照射位置（被加工部 

位）切除，由此可對被加工物進行切割、切斷處理。

［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以上述基板材料等為對象，將其分割為多個晶片或晶粒 

等時（進行所謂斷裂處理時），首先於分割對象（被分割體） 

表面形成成為斷裂起點之斷裂槽（分割槽），繼而沿該斷裂 

槽進行斷裂處理從而獲得晶片等，此為先前一般之方法。 

因此，例如使用日本專利特開2004-114075號公報或日本 

專利特開2004-9139號公報中揭示之雷射光時，亦將由利 

用雷射光之切除處理而形成斷裂槽之內容作為必須要件， 

107006-960504.do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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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照射條件。被分割體為如同藍寶石或SiC、或以此等 

為基材之積層構造體（磊晶基板或元件）等般硬脆之材料 

時，形成槽所需要之能量較大，因此需要高輸出之雷射 

光。

然而，本發明之發明者藉由反覆進行銳意之試驗、觀察 

等，發現照射雷射光而形成分割起點時，利用切除處理而 

去除被分割體中該照射位置處之物質，並由此形成「分割 

槽」，此並非必須之要件。

本發明係鑒於上述課題而開發完成者，其目的在於，提 

供一種即使未以高輸出照射雷射光，亦可確實於被分割體 

上形成用以進行分割之起點的方法。

【發明內容】

根據本發明，其於被分割體上形成用以進行分割之起點 

之方法，具有變質區域形成步驟，該步驟以焦點位置保持 

於上述被分割體內部之狀態，將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雷 

射光於特定掃描方向一面掃描1一面朝上述被分割體之被 

照射面照射，藉此由上述被分割體之上述被照射面至內部 

形成已熔融變質之變質區域，作為形成上述起點之起點形 

成步驟；並於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以垂直上述掃描 

方向之剖 面於在上述被照射面具有底 邊且以上述焦點位置 

為頂點之三角形狀所成區域中產生能量吸收之方式，照射 

上述脈衝雷射光，藉此形成上述變質區域，以使垂直上述 

掃描方向之剖面於較上述焦點位置深的位置具有最下端 

部，且與相鄰正常區域之界面之曲率成為0或負值。

107006-960504.do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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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請求項2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於上述被分割體中已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之部分不會消 

失之照射條件下，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

又，請求項3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 中上述脈衝雷射光之脈衝寬度為50 nsec以上。

又，請求項4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進而具有準備步驟 > 其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 

變質區域形成步驟前，事先施行特定之準備處理，以使上

• 述起點之預定形成位置，於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確實 

吸收上述脈衝雷射光，且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未進 

行上述準備步驟時，則以不會形成上述起點之強度之照射 

能量來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

又，請求項5之發明如請求項4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形 

成起始點變質區域之起始點變質化步驟。

又-請求項6之發明如請求項5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 中上述起始點變質化步驟係照射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雷 

射光，藉此形成上述起始點變質區域者。

又-請求項7之發明如請求項5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存在有複數個上述起始點位置時 > 於上述起始點變質步 

驟中，於複數個上述起始點位置形成上述起始點變質區 

域。

又，請求項8之發明如請求項4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處， 

107006-960504.doc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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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於 上述起 點形成 步驟之 照射能量照射 上述脈 衝雷射 

光，以於上述起始點位置處，使上述被分割體產生上述脈 

衝雷射光之吸收者；上述吸收發生後 > 則一面將上述照射 

能量逐漸減少至特定之定值為止，一面開始上述脈衝雷射 

光之掃描，以轉進上述起點形成步驟。

又，請求項9之發明如請求項4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 

中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處之起始點位置處，以 

小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的重 

複頻率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以於上述起始點位置處，使 

上述被分割體產生上述脈衝雷射光之吸收者；上述吸收發 

生後，則一面將上述重複頻率逐漸增大至特定之定值為 

止，一面開始上述脈衝雷射光之掃描，以轉進上述變質區 

域形成步驟。

又，請求項10之發明如請求項4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 

處，以小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 

驟的掃描速度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以於上述起始點位置 

處，使上述被分割體產生上述脈衝雷射光之吸收者；上述 

吸收發生後，則一面將上述掃描速度逐漸增大至特定之定 

值為止，一面開始上述雷射光之掃描，以轉進上述變質區 

域形成步驟。

又，請求項11之發明如請求項4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準備步驟包含至少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 

位置進行噴砂處理之噴砂處理步驟。

107006-9605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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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請求項12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將上述焦點位置定為自上述被照射面起算10〜30μπι。

又，請求項13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上述變質區域係形成為具 

有與上述脈衝雷射光照射前不同之結晶狀態的構造性變質 

區域。

又，請求項14之發明如請求項13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被分割體係單層或多層構造之單晶物體，而上述 

變質區域係形成為多晶區域。

又，請求項15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被分割體係藍寶石或SiC、或以該等任意者為基 

材之積層構造體。

又，請求項16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上述變質區域係形成為機 

械強度小於周圍之弱強度區域。

又，請求項17之發明如請求項1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其中於上述脈衝雷射光利用圓偏光。

又，請求項18之發明係一種被分割體之分割方法，其特 

徵為其係分割被分割體者；且具有變質區域形成步驟，其 

係以焦點位置保持於上述被分割體內部之狀態，將YAG之 

3倍諧波之脈衝雷射光於特定掃描方向一面掃描，一面朝 

上述被分割體之被照射面照射，藉此由上述被分割體之上 

述被照射面至內部形成已熔融變質之變質區域者；及分割 

步驟，其係沿上述變質區域分割上述被分割體者；上述變 

107006-960504.doc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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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係以垂直上述掃描方向之剖面於在上 

述 被照射面具有底邊且以上述焦點位置為頂點之三角形狀 

所成區域中產生能量吸收之方式，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 

藉此形成上述變質區域，以使垂直上述掃描方向之剖面於 

較上述焦點位置深的位置具有最下端部，且與相鄰正常區 

域之界面之曲率為ο或負值。

［發明之效果］

依據請求項1之發明，照射至被分割體上面之脈衝雷射 

光將受到折射，於更細之狀態下侵入被分割體內部，故而 

此整個內部部分將吸收能量。藉此可產生更細長、且以成 

為分割起點之最下端部變得更深之方式熔融變質'並形成 

變質區域，由此實現更好之被分割體之分割。又，可限制 

分割時必要之道寬。

此外，變質區域將形成為成為分割起點之最下端部變得 

更深，故而可實現更好之被分割體之分割。

依據請求項1至18之發明，由熔融變質處理而形成之變 

質區域之最下端部成為分割起點，故而可良好地對被分割 

體進行分割。

尤其，依據請求項2之發明，只要利用熔融變質處理形 

成變質區域，則不形成分割槽時亦可良好地對被分割體進 

行分割，故而可限制脈衝雷射光照射時之能量消耗。

尤其，依據請求項3之發明，藉由利用熔融變質處理而 

形成具有適宜分割之剖面形狀的變質區域'可以適宜之脈 

衝波形照射脈衝雷射光。

107006-960504.doc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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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依據請求項4至11之發明，即使照射通常時無法 

充分吸收之較弱能量之雷射光時，於已實施準備處理之位 

置處亦可確實地得到吸收，並維持進行掃描時的吸收狀 

態，故而可利用如此之較弱能量雷射光之照射進行熔融變 

. 質處理，由此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

尤其，依據請求項5至7之發明，預定形成用以分割之起
*

點位置的起始點位置、即開始形成起點之位置的雷射光吸 

收效率將提高，且以通過該位置之方式持續掃描雷射光

• 時，通過起始點位置後將維持吸收狀態，故而即使照射原

本不會充分吸收之較弱能量雷射光，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 

起點。

尤其，依據請求項6之發明，可使用準備步驟與起點形 

成步驟中共通之雷射光，故而可連續進行兩個步驟。

尤其，依據請求項7之發明，只要事先進行一次準備步

■ 驟，便可於起點形成步驟中一次形成複數之起點。例如，

被分割體為基板時，作為準備步驟而於外圍部分形成變質 

區域，由此可有效地進行其後之起點形成步驟中起點之形 

成處理。

尤其，依據請求項8至10之發明，僅於預定形成用以分 

割之起點位置之起始點位置、即開始形成起點之位置處， 

於不同之照射條件下照射雷射光，藉此使其確實地得到吸 

收，且其後進行掃描時維持吸收狀態，故而即使照射原本 

不會充分吸收之較弱能量雷射光，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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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依據請求項8之發明，僅於預定形成用以分割之 

起點位置之起始點位置，即開始形成起點之位置，以較大 

能量照射雷射光，藉此使其確實地得到吸收，且其後進行 

掃描時維持吸收狀態，故而即使照射原本不會充分吸收之 

較弱能量雷射光，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

尤其，依據請求項9之發明，僅於預定形成用以分割之 

起點位置之起始點位置、即開始形成起點之位置處，以較 

小重複頻率照射雷射光，藉此使其確實地得到吸收，且其 

後進行掃描時維持吸收狀態 > 故而即使照射原本不會充分 

吸收之較弱能量雷射光，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

尤其，依據請求項10之發明，直至預定形成用以分割之 

起點位置之起始點位置、即開始形成起點之位置，以較小 

掃描速度持續掃描並照射雷射光，藉此使其確實地得到吸 

收，且其後掃描分割起點之預定形成位置時維持吸收狀 

態，故而即使照射原本不會充分吸收之較弱能量雷射光， 

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

尤其，依據請求項11之發明，因噴砂處理分割起點之形 

成位置會粗面化，藉此該位置之雷射光吸收效率將提高， 

故而於該位置處可確實地進行吸收，且其後進行掃描時維 

持吸收狀態，故而即使照射原本不會充分吸收之較弱能量 

雷射光，亦可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

尤其，依據請求項13至16之發明，分割時變質區域將優 

先斷裂，繼而其最下端部將成為正常區域之分割起點，故 

而可實現確實且良好之分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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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第1實施形態〉

＜雷射加工裝置之 概要〉

圖1係表示實現本發明之裝置一例之雷射加工裝置100之 

構造的圖。雷射加工裝置100中，自雷射光源1發出雷射光 

LB，並藉由鏡筒2內具備之半反射鏡3進行反射後，為使該 

雷射光聚焦於平臺5上裝載之被加工物S之被加工部位，由 

聚光透鏡4進行聚光後照射於被加工部位，藉此實現對該 

被加工部位之加工處理，更具體而言，實現變質區域之形 

成或切除等。雷射加工裝置100之動作藉由以下實現，即 

電腦6之記憶機構6m中記憶之程式10依據該電腦而運行， 

藉此依據程式10控制下述各部動作。電腦6可使用通用之 

個人電腦（PC）。再者»記憶機構6m例如由記憶體或特定之 

儲存裝置等構成，承擔對用以使雷射加工裝置發生動作中 

必要之各種資料進行記憶的作用。

至於雷射光源1，合適之態樣為使用Nd : YAG雷射者， 

但亦可為使用Nd ： YVO4雷射或其他固體雷射之態樣。進 

而，較好的是雷射光源1具有Q開關。又，自雷射光源1發 

出之雷射光LB之波長或輸出、脈衝重複頻率、及脈衝寬度 

調整等，藉由與電腦6連接之控制器7而實現。自電腦6向 

控制器7發出特定之設定訊號時，控制器7則依據該設定訊 

號而設定雷射光LB之照射條件。為實現本實施形態之方 

法5較好的是雷射光LB之波長位於1 50 nm~563 nm之波長 

範圍內，其中若將Nd ： YAG雷射光作為雷射光源1，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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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態樣為使用其3倍諧波（波長約355 nm） °又，較好的是 

脈衝重複頻率為10 kHz〜200 kHz，較好的是脈衝寬度為50 

nsec以上。即，本實施形態之雷射加工裝置100係利用紫 

外線重複脈衝雷射而進行加工者。雷射光LB較好的是利用

. 聚光透鏡4而縮小至約1〜10 μπι光束直徑後進行照射。此

時，雷射光LB照射之峰值功率密度大致為1 GW/cm2以 

下。

再者，自雷射光源1射出之雷射光之偏光狀態，可為圓

• 偏光，亦可為線性偏光。然而，線性偏光之情形時，考慮

到結晶性被加工材料中加工剖面之彎曲與能量吸收率，較 

好的是偏光方向與掃描方向大致平行，例如兩者所成之角 

度為±1。以內。

又，射出光為線性偏光時 > 較好的是雷射加工裝置100 

具有衰減器20。衰減器20圖1中已省略圖式，其配置於雷 

射光LB光路上之適當位置，具有調整射出之雷射光LB強 

度之作用。圖14係表示衰減器20之構造及作用之模式圖。 

衰減器20具有1/2波長板21與偏光分光器22。自雷射光源1 

射出之具有特定振幅A之線性偏光之雷射光LB，若以某個 

方位角8射入1/2波長板21中，則雷射光LB維持振幅A之狀 

態，相對於原來之振動方向以20角度自1/2波長板處射 

出，繼而射入偏光分光器22中。偏光分光器22將雷射光LB 

分離為雷射光LB原來之振動方向與與此垂直之振動方向 ， 

且僅將前者配置為向被加工物S射出。此時射出光之振幅 

為Acos20。1/2波長板21中設置方位角6為可變化'故而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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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變更方位角e，可對向被加工物s照射之雷射光lb之強度 

進行調整。再者，於偏光分光器22前面進而設置1/4波長 

板，由此可將線性偏光轉變為圓偏光，由此，即使照射圓 

偏光之雷射光時，亦可利用衰減器20進行能量調整。

. 至於雷射加工裝置100中雷射之聚焦，將被加工物S固定

於平臺5上，並使鏡筒2於高度方向(z軸方向)上移動，藉此 

而實現。至於鏡筒2之移動(高度調整)，利用連接於電腦6 

上之驅動機構8對垂直移動機構Mv、與設置為於該垂直移

• 動機構Μν上可升降之鏡筒2進行驅動，藉此而實現。由

此，可進行驅動垂直移動機構Μν之粗調動作、與於垂直 

移動機構Μν上升降鏡筒2之微調動作的2個階段動作，繼 

而驅動機構8對來自電腦6之驅動訊號做出應答，藉此實現 

迅速且高精度之聚焦動作。

然而，雷射加工裝置100可依據需要，於將聚焦位置故 

意偏移被加工物S表面之散焦狀態下可照射雷射光LB =圖 

4係表示此散焦狀態之模式圖。再者，實際上雷射光LB取 

焦點位置之特定光逵直徑範圍而照射，但為圖示之簡單 

化，圖4中將焦點F作為點而加以說明。

首先，圖4(a)表示雷射光LB之焦點F與被加工物S表面一 

致之情形。至於散焦，首先如圖4(a)使焦點F與被加工物S 

表面一致後，進而進行垂直移動機構Μν之驅動或鏡筒2之 

升降操作，藉此使焦點F僅上下移動特定距離，從而實現 

散焦。圖4(b)、(c)分別為焦點F偏移至被加工物S表面之上 

方、下方之狀態，即表示散焦之狀態。此時，將焦點F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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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加工物S表面之偏移值稱為散焦值DF。至於散焦值 

DF，如圖4(b)焦點F位於被加工物S上方時，取正值，如圖 

4(c)焦點F位於被加工物S下方時，取負值。

圖2係表示平臺5上面側之構造之例示圖。圖2所示之平

. 臺5上面同心圓狀地設有複數個吸引槽5 1，此吸引槽5 1之

底部放射狀地設有吸引孔52。於將被加工物S裝載於平臺5 

上面之狀態下，使吸引孔52與利用配管PL1及PL2連接之 

例如吸引泵等吸引機構9發生動作，由此沿吸引槽5 1而對

• 被加工物S作用吸引力，被加工物S固定於平臺5上。再

者，被加工物S係如半導體基板等於加工後欲分割時，則 

介由特定之膨脹帶而固定。藉此，即使係將化合物半導體 

於藍寶石基板上進行磊晶成長之被加工物等，即存在扭曲 

之被加工物，只要因扭曲而產生之凹凸差位於雷射光LB之 

焦點位置允許範圍內即約數μπι至數十μπι ＞便可進行加工。

又，平臺5由例如石英、藍寶石及水晶等，相對於雷射 

光LB之波長而實質透明之材料形成。藉此，透過被加工物 

之雷射光LB、或偏移被加工物所照射之雷射光(將此等稱 

作「剩餘雷射光」)不會吸收於平臺5表面，故而平臺5不 

會因該剩餘雷射光而受到損害。

進而5平臺5設置於水平移動機構Mh上°水平移動機構 

Mh因驅動機構8之作用而於XY2軸方向上，驅動為水平移 

動。再者，本實施形態中，此等X軸及Y軸係確定為以某 

個機械原點位置為原點之基準座標的座標軸，將由此等2 

軸規定之面稱作基準座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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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關於平臺5，以特定旋轉軸為中心之、水平面內 

之旋轉(8旋轉)動作亦獨立於水平驅動而實現。再者，本實 

施形態中，以基準座標面中某個特定位置為原點設置xy座 

標軸，且以X軸正方向為0。位置，以順時針方向為角度0之 

正方向。進而，以上述旋轉軸方向為z軸。即，xyz座標系 

作為較基準座標相對固定之垂直座標系而確定。

對應於來自電腦6之驅動訊號，驅動機構8驅動水平移動 

機構Mh -藉此可實現被加工物S之對準，可將特定之被加 

工部位移動至雷射光LB之照射位置。加工時，可相對性地 

向被加工物S掃描雷射光LB。

另一方面，進行加工時，因被加工部位物質熔融或蒸發 

後再固化、或直接以固體形態散射而產生之顆粒等加工副 

產物，將成為污染被加工物S或聚光透鏡等之要因。因 

此，本實施形態之雷射加工裝置100中，將旨在去除此加 

工副產物之吸塵頭Π設置於由支持體111支持之垂直移動 

機構Mv之最下部。

圖3係表示吸塵頭11之圖。圖3(a)係吸塵頭11及支持體 

111之俯視圖，圖3(b)及(c)係吸塵頭11之側視圖。吸塵頭 

11包含平板狀且具有中空構造之吸塵部112、及吸氣口 113 

與排氣口 114，此吸氣口 113與排氣口 114分別設置於該吸 

塵部112之端部及上部且與吸塵部112內部連通。

吸塵部112設為位於被加工物S與鏡筒2最下部所具有之 

聚光透鏡4之間。且吸塵部112中，俯視時為中央部位置之 

上下處，分別設有上部開口 115及下部開口 116(圖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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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上部開口 115及下部開口 116設置為其中心恰好與雷射 

光LB之光軸一致，因此不會因吸塵頭11而遮擋雷射光LB 

之路徑。又，吸塵頭11因安裝於垂直移動機構Mv上，因 

此垂直移動機構Μν上下移動之同時，吸塵頭11即吸塵部 

112亦上下移動，但如上所述鏡筒2亦可單獨上下移動，故 

而亦不會因吸塵部112之配置而限制雷射光LB之聚焦位 

置。

吸氣口 113藉由例如設有雷射加工裝置100之工廠等實體 

具有之惰性氣體供應機構12、與配管PL3而連接。排氣口 

114藉由例如由排氣泵等實現之排氣機構13、與配管PL4而 

連接。配管PL3及PL4途中分別設有過濾器121及131。

惰性氣體供應機構12係可連續供應惰性氣體（例如氮氣） 

者。如箭頭AR1（圖1）所示，自惰性氣體供應機構12供應之 

惰性氣體於吸塵頭11中，如箭頭AR3所示，自吸氣口 113供 

應至吸塵部112，繼而由排氣機構13之排氣動作，如箭頭 

AR2（圖1）及AR4所示，經由排氣口 114而排出。由此，吸 

塵部112內部將如箭頭AR5所示，形成自吸氣口 113朝向排 

氣口 114之惰性氣體流動，因此，例如上部開口 115或下部 

開口 116附近產生牽引力，故而附近存在之顆粒117將吸入 

吸塵部112中，並如箭頭AR6所示，與惰性氣體一起自排 

氣口 114排出。依據如此之態樣，可防止因雷射加工而產 

生之顆粒等加工副產物附著於被加工物S表面或聚光透鏡4 

上，由此可防止加工效率降低。可理解為，惰性氣體作為 

加工時之輔助氣體而發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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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圖3（c）所示，亦可藉由以例如石英等相對於雷射 

光LB透明之物質為材質之蓋體板材118,採用以可裝卸方 

式覆蓋住上部開口 115之態樣，防止顆粒附著於聚光透鏡4 

上。

返回圖1，對雷射加工裝置100中具備之構成要素加以說 

明'此構成要素用以知曉進行被加工物S之對準或被加工 

部位之定位等加工過程中的狀況。為達成此目的，雷射加 

工裝置100具有照明光源14 ；半反射鏡15，其用以反射自 

該照明光源14發出之照明光IL使其照射於被加工物S上， 

且設置於鏡筒2內；CCD相機16 -其設置於鏡筒2上方，對 

被加工物S表面進行攝像；以及監控器17，其用以顯示由 

CCD相機16獲得之即時觀察圖像（監控圖像）或記憶機構6m 

中作為圖像資料而記憶之圖像（記憶圖像），進而各種處理 

選單等進行顯示之。CCD相機16與監控器17與電腦6連 

接，受該電腦6控制。藉由具備此等，可利用監控器17對 

被加工物S之表面狀態進行確認，進行被加工物S之對準或 

被加工部位之定位操作 > 或知曉加工時被加工物表面之狀 

況。

<利用熔融變質法之分割起點之形成〉

繼而，對利用雷射加工裝置100於被分割體上形成斷裂 

起點（分割起點）之處理加以說明。再者，本實施形態中* 

特意將提供至由後面階段之斷裂步驟進行之分割處理中的 

被加工物稱為「被分割體」。以下，對將Nd ： YAG雷射之3 

倍諧波（波長約355 nm）用作雷射光源1，以厚度為100 μπ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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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晶藍寶石為被分割體Μ時為例加以說明。然而，被分 

割體Μ並不僅限於此，亦可為單晶SiC，或於此等單晶或 

其他種類之單晶基材上形成III-V氮化物半導體等其他單晶 

積層體，或包含多晶且具高脆性之物質及利用此而形成之 

積層體。

首先對以下情形加以說明，設定雷射光LB之重複頻率為 

50 kHz、脈衝寬度為75 nsec、照射能量為0.9 W、掃描速 

度為20 mm/sec '以及焦點F之光束直徑為2 μιη »以各掃描 

線成平行狀之方式使該雷射光LB垂直於被分割體Μ上面進 

行複數次掃描，藉此以特定配置間隔複數次地向被分割體 

Μ線狀照射雷射光LB。將此時之雷射光LB之照射條件稱為 

「第1照射條件」。基於此第1照射條件，以每單位脈衝之 

照射位置成重疊狀之方式而進行雷射光之照射。以下雖未 

特別言及，但雷射光之照射將基於此重疊狀態而進行。進 

行各個照射時，於20 μπι至-50 μιη之範圍內設定有不同散 

焦值。

圖5表示此時於一些散焦值DF之情形下被分割體Μ表面 

之光學顯微鏡像。圖6表示垂直於掃描方向之剖面之光學 

顯微鏡像。圖7表示於其中一些散焦值DF之情形下之放大 

像。又，圖8表示散焦值DF為-20 μπι時之剖面附近之SEM 

像。

若觀察圖5及圖6，則可發現，被分割體Μ大致呈淡白 

色，而雷射光LB之照射位置Ρ呈黑色，且此照射位置Ρ處 

形成有溝槽。而依據圖7及圖8所示之像可發現，照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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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未形成有溝槽，而是因雷射光之照射周圍存有不同結晶 

狀態之變質區域T。尤其圖8中可明確發現，此變質區域T 

中形成有向表面側之隆起。雖已省略其圖示，但已確定， 

其他散焦值DF之情形時亦與圖7及圖8狀況相同。再者»於 

被分割體Μ中，將變質區域Τ以外之區域稱為正常區域Ν。 

又確定，變質區域Τ形成為大致垂直於被分割體Μ之上下 

面，變質區域Τ之最下端部Β位於照射位置Ρ之正下方。

再者，即使照射雷射光亦未形成因物質消失而產生之溝 

槽的現象表示，依據第1照射條件而進行之雷射光LB照射 

中，以低於可產生切除之能量密度進行雷射光照射。由 

此，第1照射條件為照射此較弱能量雷射光之條件之一 

例。

繼而，利用眾所周知之方法，對此被分割體Μ分別按各 

掃描線依次進行斷裂處理（分割處理）。關於此斷裂處理， 

只要例如自被分割體Μ上面夾住掃描線（即夾住變質區域 

Τ），並分別以掃描線為軸而向反面側作用相反方向力 > 便 

可實現。圖9及圖10表示與一些散焦值DF相關之掃描線中 

斷裂面之光學顯微鏡像。

觀察圖9及圖10可發現，任一處之斷裂面皆包含變質區 

域Τ之斷裂面Τ1與正常區域Ν之斷裂面Ν1之2層，兩者界面 

大致平行於被分割體Μ之上下面。由此可判斷，關於正常 

區域Ν之分割，係以變質區域Τ之最下端部Β為起點，向下 

方繼續進行分割而完成者。且觀察圖9及圖10可發現，正 

常區域Ν大致平直，故而正常區域Ν之斷裂面Ν1係朝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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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區域T最下端部B之正下方，且大致垂直於被分割體Μ上 

下面而形成者。

若考察實現如此斷裂之過程便可明白，首先，變質區域 

Τ藉由以下形成，通過照射雷射光LB照射位置Ρ及其下方 

因吸收雷射光而產生急速加熱與急速冷卻，由此原本單晶 

體之照射部分暫時熔融並多晶化。即，變質區域Τ係因熔 

融而變質之區域，係強度弱於保持有單晶狀態之正常區域 

Ν之弱區域。因此，若沿此變質區域Τ進行斷裂處理，應 

當首先於強度較弱之變質區域Τ中優先發生破裂，但結果 

是變質區域Τ最下端部Β將集中應力，故而以該最下端部Β 

為起點，進行正常區域Ν之破裂。然而，因變質區域Τ係 

與被分割體Μ上下面大致垂直而形成，故而進行斷裂處理 

時，變質區域Τ中於垂直上面之方向進行朝向最下端部Β之 

破裂，於正常區域Ν中亦朝向原來之方向進行，藉此其結 

果將獲得如圖9及圖10所示之大致平直之斷裂面Ν1。

由此，即使不以可於被分割體Μ上形成分割槽之較強能 

量照射雷射光，只要例如照射如第1照射條件之雷射光並 

進行熔融變質，藉此於希望之分割位置形成如上所述之變 

質區域，便可因變質區域之最下端部成為斷裂時之起點而 

對被分割體Μ進行斷裂處理。再者，將如上所述之利用照 

射雷射光而對照射部分進行熔融變質處理之方法，稱為熔 

融變質法（Laser Melting Alteration »雷射熔融改變）。

＜散焦與變質區域之關係〉

較理想的是，因斷裂處理而獲得之斷裂面N1與被分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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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之上下面完全垂直，但只要分割後之尺寸及形狀偏差位 

於要求之尺寸精度範圍內，即使未必實現如此之理想狀 

態，實用上亦不會有問題。

例如，圖9中散焦值DF為20 μπι時等，正常區域Ν之斷裂 

面Ν1中，位於被分割體Μ下面附近之像略顯模糊。可推斷 

於此附近，斷裂面Ν1中（相對於圖面之平行面）多少產生有 

傾斜現象。又 > 圖9所示之各個散焦值DF之情形時5以及 

圖10所示之散焦值DF為-40 μπι時，正常區域Ν上端部可觀 

察到縱向條紋。此可推斷為因斷裂面Ν1中垂直於圖面方向 

上多少產生階差。另一方面，圖10所示之散焦值DF為-20 

μκη及-30 μιη時»對比度一致且無條紋，獲得良好之斷裂面 

Ν1。上述傾斜或階差是否得到允許，將依據所要求之斷裂 

精度而異。

即便如此，散焦值DF之不同，與斷裂之優劣之間存在一 

些因果關係。但考慮到良率或再現性，較好的是實現尺寸 

精度良好之斷裂。因此，對實現良好斷裂時之散焦值DF、 

與變質區域Τ之狀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

首先，進行斷裂處理時，變質區域Τ之最下端部將成為 

起點，因此為實現良好之斷裂，較好的是該最下端部與斷 

裂終點即下面側間之距離較短，即變質區域Τ更深。圖11 

中以實線表示相對於散焦值DF與變質區域Τ深度（自上面至 

最下端部之距離）間之關係。依據圖11，散焦值DF自20 μιη 

開始，值越小變質區域Τ越深，-20 μιη附近時深度成為最 

大。又，到-30 μιη為止，變質區域之深度亦大幅大於散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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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DF之絕對值。

進一步而言，由圖6及圖7可明白，因散焦值DF變化，故 

而變質區域T不僅深度、形狀亦發生變化。具體而言，散 

焦值DF為-10 μηι至-30 jim時，變質區域T上面之垂直於掃 

. 描方向之寬度為20卩m以下。又，散焦值DF自20 μηι至負

值，其值越小，變質區域Τ之剖面之上端部側的寬度將越 

小，且成細長狀。即可確定將變化為，最下端部更接近下 

方，且變質區域Τ與正常區域Ν之界面曲率更小。再者，

• 此處將散焦值DF為20 μπι時之界面形狀作為具有正曲率 

者。例如散焦值DF為-20 μηι或-30 μπι時，除去上部後界面 

大致成直線狀。或，剖面形狀大致成楔形，進而大致成等 

腰三角形狀。然而，若超過-30 μηι >則即使繼續維持大致 

直線狀之界面形狀，上端部側寬度變寬，且深度變淺。

圖12係表示散焦時雷射光LB之實際照射狀態之模式圖。

所謂散焦值DF為負值之情形，係如圖4(c)所示«表示焦點 

F僅偏移相當於散焦值DF之距離而照射雷射光的情形，但
• 實際上，照射之雷射光LB於被分割體Μ之上面Ms處將受到

折射，因此照射時，於被分割體Μ內部，雷射光將變得更 

細，焦點F將到達較由偏移值推測之位置(假定表示為焦點 

F J更深的地點。藉由雷射光LB如此局部地侵入內部 > 不 

僅上面Ms，以焦點F為頂點之剖面三角形狀之全部照射區 

域中，將產生能量吸收現象，尤其，內部聚光點之焦點F 

處將產生顯著之吸收現象。其結果，雷射光LE之能量將有 

效作用於變質區域之生成，所生成之變質區域T具有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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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變得細長、最下端部到達更深處之剖面形狀。若以其 

他表述而言之，則變質區域τ將形成為其剖面為底邊更短 

且高度（深度）更長之等腰三角形狀（曲率=0），或形成為之 

後進而具有負曲率之界面者。直至散焦值達到約-30 μιη >

. 如此之狀況可實現者。再者，透過率越高之被分割體將顯

. 現出效果更顯著之如此之能量同時吸收效果。

然而，若散焦值過大，則焦點F將偏離被分割體Μ之上 

面Ms °此時，雷射光LB將無法充分聚光於被分割體Μ之上

• 面Ms，藉此於能量密度較小之狀態下進行照射。因此，難 

以形成具有深度之變質區域T。若散焦值DF超過-40 μηι， 

則如此之狀況將成為現實。

鑒於以上，藉由將散焦值DF大致設為-10 pm至-30 μιη照 

射雷射光LE，更好的是將散焦值DF大致設為-20卩m至-30 

μηι，形成與正常區域之界面中曲率接近於0、或具有負值 

之細長剖面形狀的變質區域，此於實現良好之斷裂方面較 

為合適。又，此時，至於被分割體Μ之上下面用於斷裂處
• 理之必要的區域寬度（道寬），至多只要確保20 μηι即已足 

夠，故而可於切割多個晶片或晶粒時獲得更多個數。

再者，假若並未如本實施形態利用熔融變質法而形成變 

質區域，而是形成「分割槽」，並使其具有與使用上述較 

好之散焦值DF而於被分割體Μ上形成之變質區域同樣的細 

長剖面形狀，則需要於僅20 ym以下寬度之局部區域中產 

生切除的條件下照射雷射光。即，需要將具有大於本實施 

形態之能量密度之雷射光，於被分割體內部不擴散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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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如此之雷射照射將較本實施形態不必要地消耗更多 

能量，且難以控制照射區域。又，照射面之反面側形成有 

磊晶層等時，給該層帶來損害之危險性亦提高。即，至於 

分割起點之形成方法，使用熔融變質法之本實施形態之方 

法更好。

<脈衝寬度與變質區域之關係〉

繼而，對脈衝寬度之大小與所形成之變質區域形狀的關 

係加以研討。圖13表示除將脈衝寬度設為13.5 nsec，其他 

皆與上述情形同樣地將雷射光LB照射於被分割體Μ上 

時 > 被分割體ΝΓ之剖面的光學顯微鏡像。將此時之雷射光 

LB之照射條件稱為「第2照射條件」。

此處，所謂僅脈衝寬度不同，係指關於重複照射之雷射 

光之各個脈衝（單位脈衝），雖然總數之能量相同，但峰值 

相異。更詳細而言，係指雖然以相同函數表示相對於時間 

軸之照射能量之變化波形，但其高度與寬度相異。脈衝寬 

度越小，單位脈衝中可獲得更多能量，因此一般而言，切 

除加工中、較好的是儘量使脈衝寬度較小。由此'所謂於如 

下所示之第2照射條件下照射雷射光LB的情形，相當於於 

進行如此切除加工時之條件下進行加工。

如圖13所示，第2照射條件之情形時，亦不依據散焦值 

DF而形成有變質區域「。然而，即便散焦值DF為-20 μηι 

或-30 μιη -變質區域「之剖面亦不如第1照射條件之情形時 

深。圖11中以虛線表示此情形時之變質區域「之深度變 

化，其中即便散焦值DF為負值，亦未見向深處方向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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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其值小於第ί照射條件時，變質區域『之深度亦未 

大幅超過散焦值DF之絕對值。此表示，變質區域之形成由 

被分割體表面中之能量吸收來支配，且未取得利用散焦而 

進行之於所有照射區域中同時吸收的效果。又，亦包含散 

焦值為正值之情形，第1照射條件之照射區域深度更深， 

因此，於用以獲得斷裂起點之變質區域的形成中，較不好 

的是以能夠產生切除之脈衝寬度來照射雷射光。

又，正常區域N，之變質區域F之最下端部附近的區域R 

中，均發現有裂痕。存在如此之裂痕時，即便可進行斷裂 

處理，但進行斷裂處理時，有時正常區域N，中之破裂起點 

會不均等，故而極有可能無法獲得平直之斷裂面，因此不 

好。

由此，藉由照射不產生切除之較大脈衝寬度之雷射光， 

於可形成具有分割適當之剖面形狀之變質區域方面，可利 

用更合適之脈衝波形而照射雷射光。藉由利用如此之雷射 

光照射而進行之熔融變質處理而形成變質區域，可實現更 

好之斷裂。具體而言，較好的是以50 nsec以上之脈衝寬度 

照射雷射光。

＜照射能量與變質區域之關係〉

繼而，對照射至被分割體之照射能量大小與所形成之變 

質區域形狀的關係加以研討。圖1 5及圖16中表示各種照射 

能量之被分割體M"剖面之光學顯微鏡像，其中，設定重複 

頻率為40 kHz、脈衝寬度為75 nsec、焦點F之光束直徑為2 

μιη、以及散焦值為-20 μιη，且於4.0 W至0.5 W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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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0.5 W單位持續變更照射能量並將雷射光LB照射至被分 

割體M"上。又，圖17係表示此時照射能量與變質區域T"關 

係之圖。

觀察圖15及圖16可發現，照射能量為2.0 W以下時，除 

去上面部分，變質區域T"與正常區域N"之界面大致成直線 

狀。或，剖面形狀大致成楔形，進而大致成等腰三角形 

狀。與此相對，照射能量為2.5 W以上時，變質區域T"之 

寬度變得更大，界面曲率亦變大。又，由圖17可明確，變 

質區域T"之深度隨照射能量之增大而趨於增加，但超過 

1.5 W後其增幅迅速減慢。雖省略圖示，但已確定為，即 

便改變重複頻率或脈衝寬度等條件時，亦具有同樣之傾 

向。

由此，若投入某個值（圖17中為1.5 W）以上之照射能量， 

只會導致向變質區域之水平方向擴展，因此，利用熔融變 

質法形成具有良好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較好的是對照 

射能量進行一定程度之限制。照射能量之具體之最合適值 

將依據重複頻率、脈衝寬度、光束直徑、及散焦值等而確 

定，若為圖17之情形，則較好的是位於1.0 W〜1.5 W之範 

圍內。即，不斷對照射能量進行限制，可於被分割體上形 

成良好之分割起點。

如上所述，與於被分割體Μ上形成分割槽之情形相比 ， 

本實施形態中，以較弱之能量及較大之脈衝寬度，且將散 

焦值DF大致設為-10 μπι至-30 μηι，更好的是將散焦值DF 

大致設為-20 μηι至-30 pm照射雷射光LB，藉此使照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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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熔融變質，並於被分割體上形成與正常區域之界面中 

曲率接近於ο、或具有負值之細長剖面形狀的變質區域。 

藉此進行斷裂處理時，可實現該變質區域之最下端部成為 

起點、斷裂面大致垂直於被分割體之上下面、且斷裂面中 

無階差的良好之斷裂。又，可使斷裂處理中必要之道寬為 

20 μιη以下。

進而，無須形成分割槽，故而可限制能量消耗，且雷射 

光之照射控制亦變得容易進行。

＜第2實施形態〉

＜分割起點形成之確實化〉

如上所述，若藉由熔融變質法而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 

質區域，則未形成溝槽時亦可對被分割體進行分割處理。 

然而，於此方法之情形時，由分割而獲得之晶片或晶粒之 

分割片中，其斷裂面附近會殘存有該變質區域。例如，圖 

9或圖10中斷裂面Τ1可相當於如此之殘存變質區域之表 

面。如此之殘存變質區域之存在，成為將分割片用作元件 

時，阻礙其功能充分發揮之要因。例如，將該分割片用作 

LED時，產生由於光透過率小於正常區域之變質殘存區域 

的存在，LED整體之釋放光量將受到限制之問題。

因此，較好的是於可進行分割處理之範圍內，將變質區 

域最小化。為此，較好的是熔融變質法中對照射之雷射光 

能量進行限制。例如，將重複頻率固定時，藉由儘量限制 

照射之雷射光之脈衝能量（雷射光之每個脈衝之能量）可實 

現-但另一方面»如此之限制脈衝能量可能會導致起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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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不確實化 > 具體而言，即雷射光吸收之不確實化。因 

此，為使用脈衝能量較小之雷射光穩定地形成分割起點， 

有效之方法為，於希望形成分割起點之位置，藉由提高吸 

收效率等，確實地使雷射光得到吸收。

. 又，希望於加工中使用之雷射光波長範圍內具有高透過

. 率或反射率之被分割體上形成分割起點時，亦藉由事先進

行同樣之措施，無須給予額外之脈衝能量便可確實地形成 

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本實施形態中，對此等態樣加 

• 以說明。

圖1 8係用以對如此之實現雷射光確實吸收之處理之一例 

加以說明的圖。再者，圖18中，對被分割體Μ為藍寶石基 

板時之情形加以例示。圖1 8(a)係表示於向被分割體Μ表面 

上付與雷射光吸收率高於該被分割體Μ之物質Α的狀態 

下，照射雷射光後之照射結果之光學顯微鏡像。又，圖 

18(b)係用以說明如何獲得圖18(a)之照射結果之圖。關於 

圖18(a)所示之照射結果，若被分割體為藍寶石基板，且使 

用Nd : YAG雷射之3倍諧波(波長約355 nm)，則於脈衝能 

量為2~5 μΐ '掃描速度為100 mm/sec以上之條件下可實 

現。獲得圖1 8(a)所示之照射結果時，雷射光之具體照射條 

件為'掃描速度為200 mm/sec、脈衝能量為3 yJ。將此雷 

射光之照射條件稱為「第3照射條件」。

又，物質A係於使用之雷射光波長範圍內，雷射光之吸 

收率高於被分割體Μ之物質。圖18之例中，直接塗布氈筆 

等中使用之油墨，由此實現物質Α之付與。然而，亦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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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使用其他有機物或無機物。又，付與之態樣並不僅限 

於塗布，亦可適宜採用黏接或黏著、或蒸鍍等薄膜形成方 

法，印刷等厚膜形成方法等，其他適合物質A種類之態 

樣。

如圖18(b)中箭頭AR11及AR12所示，自圖面左側向右 

側，亦包含未圖示之區域，雷射光向圖18(a)之被分割體Μ 

進行持續掃描，連續且等間隔地進行照射。然而，依據圖 

18(a)，形成有變質區域Τ處大致僅為塗布有物質Α之區 

域，未塗布有物質A之區域中，即便照射雷射光，亦未發 

生變質。具體而言，圖18(b)所示之未變質區域U與此相 

當。換言之，付與有物質A之區域中確實形成有變質區域 

T，而未付與物質A之區域中則幾乎未形成有變質區域。

此表示，藉由事先進行準備處理，即便於不進行此付與 

便不形成變質區域之程度之較弱能量照射條件下進行照 

射，亦可產生熔融變質，並穩定地形成可成為分割起點之 

變質區域，上述準備處理中，於使用之雷射光之波長範圍 

內，將雷射光吸收率高於被分割體Μ之物質付與希望分割 

之位置。即，物質Α將作為提高被分割體Μ之雷射光吸收 

效率之吸收助劑而發揮作用。

因此，將如此用作吸收助劑之物質事先付與被分割體Μ 

之分割對象位置，籍此僅將該位置之雷射光吸收效率提 

高，由此，如第3照射條件所示，即使照射原本不會充分 

吸收且不會產生熔融變質之較弱能量的雷射光，亦可確實 

形成分割起點。例如，若將本實施形態之分割起點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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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應用於某個元件製造步驟中對該元件進行斷裂處理 

時，所使用之雷射光之能量將受到限制，故而本方法有利 

於製造成本之降低。

圖19係表示對本實施形態之方法之使用進行具體例示的 

圖。希望分割圖19所示之被分割體Μ，獲得晶片tp時，將 

用作吸收助劑之物質A事先付與由實線表示之線條La部分 

時，可以如下之條件照射雷射光，即，例如對依照由箭頭 

AR13表示之切割線而進行之切割進行說明時，由虛線表 

示之線條Lu中不會發生吸收現象，僅線條La部分會發生吸 

收現象，並形成由熔融變質處理而形成之變質區域。至於 

具體之照射條件，依據被分割體Μ之種類或表面狀態、雷 

射之種類、及用作吸收助劑之物質種類等而適當確定。 

又，關於付與時之吸收助劑之尺寸（厚度或寬度等），亦同 

樣。藉此可於該部分中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

例如，若被分割體為藍寶石基板，且使用Nd ： YAG雷射 

之3倍諧波（波長約355 nm） ＞則於脈衝能量為2〜5 μ」、掃描 

速度為100 mm/sec以上之條件下可實現。

＜第3實施形態〉

本實施形態中，對雷射光吸收之確定化，即實現熔融變 

質之確定化之處理的其他態樣加以說明。圖20係表示相關 

處理之一例的圖。再者，圖20中，對被分割體Μ為藍寶石 

基板時之情形加以例示。

圖20（a）係表示向被分割體Μ照射雷射光後之照射結果之 

光學顯微鏡像。相關照射結果藉由如下處理而實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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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圖20(b)中箭頭AR14所示，以特定之照射條件將 

雷射光自圖面上側朝向點Z而照射至被分割體Μ表面，並 

暫且形成由加工線Lt表示之變質區域，繼而，如同一圖 

20(b)中箭頭AR15及箭頭AR16所示，由圖面左側朝向右 

側，即垂直於加工線Lt而向亦包含未圖示區域之區域持續 

掃描雷射光，並連續、等間隔地進行照射。

此處，將前段之照射稱為預備照射，將後段之照射稱為 

實際照射。獲得圖20(a)所示之照射結果時的具體雷射光照 

射條件為，脈衝能量為3 μ」、掃描速度為100 mm/sec °此 

實際照射之照射條件稱為「第4照射條件」。預備照射中照 

射強於此第4照射條件之能量時，則其條件並不特別限 

定。

觀察圖20(a)可發現，被分割體Μ中因實際照射而形成有 

由加工線LI、L2及L3表示之變質區域。其中，加工線L1 

以加工線Lt存在之位置為起始點，僅形成於該加工線Lt之 

偏右側。即，該加工線Lt之偏左側中，如圖20(b)所示，即 

使照射有雷射光，亦成為未發生有變質之未變質區域U。 

圖2 1係通過加工線L1之面中被分割體Μ之剖面圖，由圖2 1 

亦可確認此內容。另一方面，加工線L3自存在於加工線L1 

偏右側之起始點，僅形成於其右側，但其起始點之位置不 

齊。又，加工線L2以加工線Lt位置偏左側之未圖示之位置 

為起始點而形成。

考察此照射結果可發現，首先，加工線L1因藉由預備照 

射而特意形成之加工線Lt而形成，故而其起始點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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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工線L1自成為起始點之加工線Lt之位置處開始，不 

間斷地連續形成。換言之，依據第4照射條件而照射之雷 

射光5即使未吸收至達到加工線Lt，但於加工線Lt表示之 

變質區域中確實吸收，其後亦繼續吸收。

. 與此相對，至於加工線L3之形成，於未特意形成有成為

此原因之位置的區域中進行»因此'其起始點不齊。

由此等對比可發現，至少於利用第4照射條件之雷射光

.照射中，作為加工線Lt而投放之變質區域具有使雷射光確

• 實地得到吸收之作用。如上所述，變質區域係藉由因吸收

而產生之急速加熱與急速冷卻而多晶化之區域，且係較未

變質之周圍區域更易吸收雷射光、吸收效率更高之區域， 

故而即使係不會吸收至達到加工線Lt之較弱脈衝能量之雷 

射光，於該位置亦吸收。進而，雷射光以持續掃描狀進行 

照射，1個脈衝之照射區域將重疊並逐步偏移，因此，暫 

時如此地得到吸收，保持此吸收狀態且雷射光移動。換言 

之即為，即使係如此較弱雷射能量之雷射光，亦可持續產
• 生熔融變質並形成變質區域。觀察圖21可發現，利用加工

線L1形成之變質區域較利用加工線Lt形成之變質區域淺， 

此表示，實際照射之雷射光能量至少可小於預備照射之能 

量。

再者，加工線L3之形成與是否設有如加工線Lt般作為吸 

收原因者無關。如若即使並非有意亦產生有於被分割體Μ 

表面可吸收有雷射光之某種狀況，則由於可吸收雷射光， 

故而例如因存在顆粒附著或表面缺陷等狀況，使用通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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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吸收之脈衝能量進行照射時，亦會發生吸收現象。換 

言之，加工線L3之形成係起始點位置處偶然發生吸收雷射 

光現象而形成者。此等缺陷等雖然不是特意導入者，但依 

然具有提高雷射光吸收效率之作用。此表示，僅是單一地 

照射較弱脈衝能量之雷射光，只會導致如此不確實之吸 

收。

進而，關於加工線L2 ＞即使通過加工線Lt所形成之位 

置5亦開始形成至到達加工線Lt，故而此亦係雷射光到達 

加工線Lt為止偶然發生吸收現象而形成者。

鑒於以上，先進行準備處理（起始點變質化處理），事先 

形成如加工線Lt所示變質區域之雷射光吸收效率較高之區 

域，並持續掃描照射雷射光，使其通過該區域，藉此使用 

原本不會充分吸收之弱能量之雷射光時，亦可於該區域確 

實吸收雷射光。其後，對應於雷射光之掃描，連續地進行 

吸收，故而可確實產生熔融變質，並形成被分割體之分割 

起點。至於具體之照射條件，依據被分割體Μ之種類或表 

面狀態、及雷射之種類等而適當確定。由此，可於該部分 

中確實地形成分割起點。又，本實施形態之分割起點之形 

成方法，應用於某個元件製造步驟中對該元件進行斷裂處 

理時，亦有利於製造成本之降低。

圖22係表示對本實施形態之方法進行具體例示之圖。對 

圖22所示之被分割體Μ進行分割取得晶片tp時，若事先向 

被分割體Μ外緣部分之外周線C所示之位置處照射雷射光 

並形成變質區域，例如對箭頭AR17所示之切割線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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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處理加以說明，則雷射光到達起始點Q時開始得到吸 

收，之後，可以於虛線表示之位置形成分割起點之條件下 

照射雷射光。

例如，若被分割體為藍寶石基板，且使用Nd : YAG雷射

. 之3倍諧波（波長約355 nm），則於脈衝能量為2~5 gJ、掃描

速度為1 00 mm/sec以上之條件下，可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 

變質區域。

＜第4實施形態〉

• 如第3實施形態所示，利用持續掃描並照射雷射光而於 

被分割體上形成可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只要於其 

起始點位置處提高吸收效率，藉此使雷射光確實地得到吸 

收，便可於照射通常不會吸收之較小能量之雷射光時，亦 

可維持吸收狀態，並可藉由產生熔融變質而形成變質區 

域。本實施形態中，對此起始點之吸收確實化之其他態樣 

加以說明。圖2 3係表示相關處理之一例的圖。

圖23係例示依據本實施形態之態樣，利用熔融變質法於
• 某個被分割體上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使用之 

雷射光之脈衝能量峰值之時間變化的圖。本實施形態中， 

亦例如使用雷射加工裝置100而照射雷射光，藉此於被分 

割體上形成分割起點。因此，雷射光係以特定之重複頻率 

照射，故而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如圖23所 

示，將脈衝能量斷續地顯示峰值之雷射光照射至被分割體 

上。再者，圖23中，為說明上之簡便，將脈衝能量以離散 

值而表示出來，但實際上可作為連續變化之值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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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施形態中，如圖23所示，自照射開始至經過tl時間 

期間，以大於定常狀態脈衝能量值E1之脈衝能量值E2照射 

雷射光，經過時間tl後，繼續維持照射並逐漸將能量下降 

至定常狀態。繼而，最遲於經過時間11以後，掃描雷射 

光。此處，脈衝能量值E1係通常時於被分割體中不會充分 

吸收之程度的值。另一方面，脈衝能量值E2係通常時於被 

分割體中大致確實吸收之程度的值。

即，本實施形態之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的形成中， 

首先於其起始點位置暫時以較大脈衝能量而照射雷射光， 

進行準備處理，藉此產生確實之吸收，其後，持續掃描通 

常時於被分割體中不會吸收之程度之較弱雷射光並進行照 

射，由此使雷射光繼續得到吸收並產生熔融變質，藉此實 

現變質區域之形成。即，此係將用以產生吸收之照射條件 

區別於其後形成分割起點時之照射條件 > 藉此實現分割起 

點之形成的態樣。又，本實施形態之分割起點之形成方 

法，應用於某個元件製造步驟中對該元件進行斷裂處理 

時，亦有利於製造成本之降低。

再者，脈衝能量值El、E2、時間tl之值或其他具體照射 

條件，對應被分割體Μ之種類或表面狀態、雷射之種類等 

而適當確定。又，亦可不將時間tl作為固定值，而是使用 

特定之方法，偵測到於被分割體中產生雷射光吸收時，開 

始減少脈衝能量並進行掃描。

以上說明之態樣，亦可與第3實施形態同樣，確實地形 

成分割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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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例＞

亦可使用眾所周知之噴砂裝置，對被分割體表面之希望 

形成分割起點之區域或成為其起始點之位置處進行噴砂處 

理，並於該區域或起始點位 置處形 成粗面化狀態，由此提 

高該區域或起始點位置處之雷射光吸收效率。此態樣亦可 

獲得與上述第2或第3實施形態同樣之效果。

又，第4實施形態中，將用以產生吸收之照射條件區別 

於其後形成分割起點時之照射條件，藉此實現分割起點之 

形成，以此態樣表示將脈衝能量差異化之情形，但藉由使 

照射條件差異化而實現確實吸收之態樣並不僅限於此。

例如，圖24係表示將雷射光之重複頻率差異化之態樣的 

圖。具體而言，以充分小於定常狀態值f之重複頻率開始 

照射雷射光，繼而逐漸增大重複頻率，使經過某段時間t2 

後之時點處，頻率值成為f。繼而 ＞ 最遲於經過時間t2以 

後5掃描雷射光。此時，重複頻率為f時5脈衝能量值係 

於被分割體中不會產生吸收之程度的值。若平均照射能量 

固定，則重複頻率越小者，其脈衝能量越大，且越容易產 

生雷射光之吸收。因此，如圖24所示，照射當初階段以較 

小重複頻率進行照射，則相當於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 

區域時，於成為其起始點之位置處確實產生吸收。因此， 

若暫時以此方式使被分割體確實吸收雷射光，則其後與上 

述實施形態同樣，持續掃描通常時於被分割體中不會產生 

吸收之程度之較弱雷射光並進行照射時，亦可繼續吸收雷 

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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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圖25係表示將雷射光之掃描速度差異化之態樣的 

圖。具體而言，將被分割體之不要部分作為開始位置，以 

充分小於定常狀態值ν之掃描速度持續掃描雷射光並開始 

照射，繼而逐漸增大掃描速度，使經過某段時間t3後之時 

點處，速度值成為ν。繼而，最遲於經過時間t3以後，於 

形成分割起點之位置處掃描雷射光。此時，掃描速度為ν 

時，脈衝能量值係於被分割體中不會產生吸收之程度的 

值。若照射能量固定，則掃描速度越小者，其同一位置處 

照射之雷射光能量越大，且越容易產生雷射光之吸收。因 

此，如圖25所示，照射當初階段以較小掃描速度進行照 

射，則相當於形成成為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直至雷射 

光到達成為其起始點之位置處，將確實產生吸收。因此＞ 

若暫時以此方式使被分割體確實吸收雷射光，則其後與上 

述實施形態同樣，持續掃描通常時於被分割體中不會產生 

吸收之程度之較弱雷射光並進行照射時1亦可繼續吸收雷 

射光。

因此，採用圖24及圖25所示之態樣時，亦可形成成為分 

割起點之變質區域。再者，定常狀態之頻率值f、定常狀 

態之掃描速度ν、時間t2、t3之值或其他具體照射條件，對 

應被分割體之種類或表面狀態、雷射之種類等而適當確 

定。再者，圖24及圖25中，為說明上之簡便，將重複頻率 

及掃描速度以離散值而表示出來，但實際上可作為連續變 

化之值進行處理。

上述各種方法，可單獨使用，亦可適當組合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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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亦可如第3實施形態於外周部分形成加工線，而成為

切割線之位置，如第2實施形態付與吸收助劑。藉此，即 

使係更弱脈衝能量之雷射光，亦可確實形成成為分割起點 

之變質區域。至於採用何種方法，可依據被分割體之種 

. 類、及雷射光之種類等而適當確定。

或，至於如此之方法組合應用 > 暫時使用某種方法向特

定位置照射雷射光後，於同一位置可使用不同方法照射雷 

射光。藉此，可將變質域形成為僅由第一次之照射而無法

• 成形之形狀，並可擴大照射條件之允許範圍。

又，第3實施形態中，事先形成由加工線Lt表示之變質 

區域 > 藉此產生確實吸收雷射光之位置，但取而代之，亦 

可為向成為起始點之位置付與吸收助劑的態樣 。

至於第2實施形態之成為吸收助劑之物質的付與，可由

具有此功能之雷射加工裝置而進行，亦可由其他方法、機 

構實現。

【圖式簡單說明】

圖1係表示實現本發明之裝置一例之雷射加工裝置100之

構造的圖。

圖2係表示平臺5上面側之構造之例示圖。

圖3(a)-(c)係表示吸塵頭11之圖。

圖4(a)-(c)係表示散焦狀態之模式圖。

圖5係變更散焦值DF而照射雷射光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

察到之被分割體Μ表面的圖。

圖6係變更散焦值DF而照射雷射光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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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之垂直於掃描方向之剖面的圖。

圖7係圖6之一部分之放大像的圖。

圖8係散焦值DF為-20 yin時剖面附近之SEM像的圖。

圖9係變更散焦值DF而照射雷射光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 

. 察到之斷裂面的圖。

圖1 0係變更散焦值DF而照射雷射光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 

察到之斷裂面的圖。

圖11係表示散焦值DF與變質區域T深度之間關係的圖。

• 圖12係表示散焦時雷射光LB之實際照射狀態之模式圖。

圖13係脈衝寬度相異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察到之垂直於 

被分割體掃描方向之剖面的圖0

圖14係表示衰減器20之構造及作用之模式圖。

圖15係持續變更照射能量並向被分割體M"照射雷射光

LB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察到之被分割體M"之剖面的 

圖。

圖16係持續變更照射能量並向被分割體M"照射雷射光 

LB時，於光學顯微鏡中觀察到之被分割體M"之剖面的 

圖。

圖17係表示持續變更照射能量並向被分割體M"照射雷 

射光LB時，照射能量與變質區域T"之間關係的圖。

圖18(a)、(b)係用以說明實現第2實施形態之雷射光吸收 

確實化之處理之一例的圖。

圖19係表示對實現第2實施形態之雷射光吸收確實化之 

處理加以利用之具體例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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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a）、（b）係用以說明實現第3實施形態之雷射光吸收 

確實化之處理之一例的圖。

圖2 1係通過加工線L1之面中被分割體Μ之剖面圖。

圖22係 表示對實現第3實施形態之雷射光吸收確實化之 

處理加以利用之具體例的圖。

圖23係例示第4實施形態中於某個被分割體上形成成為 

分割起點之變質區域時，雷射光之脈衝能量峰值之時間變 

化的圖。

圖24係例示變形例中於某個被分割體上形成成為分割起 

點之變質區域時，雷射光之重複頻率之時間變化的圖。

圖25係例示變形例中於某個被分割體上形成成為分割起 

點之變質區域時，雷射光之掃描速度之時間變化的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 雷射光源

3 半反射鏡

4 聚光透鏡

5 平臺

20 衰減器

21 波長板

22 偏光分光器

100 雷射加工裝置

Β （變質區域之）最下端部

DF （雷射光之）散焦值

F （雷射光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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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2，L3 （由實際照射形成之）加工線

LB

Lt

Μ

Ν

Nl

P

Q

s

T

Tl

雷射光

（由預備加工形成之）加工線

被分割體

正常區域

（正常區域之）斷裂面

（雷射光之）照射位置

（成為分割起點 之變質區域之）起始

點

被加工物

變質區域

（變質區域之）斷裂面

未變質區域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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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提供藉由將雷射光照射於被分割體上而於該被 

分割體形成適當分割之起點的方法 。

於將焦點自被分割體Μ上面至內部僅散焦20 μηι〜30 μπι 

之狀態下，向被分割體Μ之需要分割處照射雷射光，此雷 

射光不具有如由切除而形成分割槽般較強之能量。繼而藉 

由因吸收而產生之急速加熱與其後之急速冷卻，形成為具 

有細長剖面形狀之變質區域Τ。於進行斷裂處理時，可實 

現以該變質區域Τ之最下端部為起點之良好斷裂。進而， 

於所使用之雷射光之波長範圍內，事先將雷射光吸收率高 

於被分割體Μ之物質投放至希望分割之位置時，雷射光吸 

收效率僅於該位置處提高，因此，即使照射原本不會產生 

吸收之較弱脈衝能量之雷射光，亦可確實形成成為分割起 

點之變質區域。

六、 英文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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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匚月&日修（贸）正本自

十、申請專利範圍： --- ---- --- --------

1. 一種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特徵在於：其係 

於被分割體上形成用以進行分割之起點者 > 且具有

變質區域形成步驟，其係以焦點位置保持於上述被分 

割體內部之狀態，將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雷射光於特 

定掃描方向一面掃描，一面朝上述被分割體之被照射面 

照射，藉此由上述被分割體之上述被照射面至內部形成 

已熔融變質之變質區域 > 作為形成上述起點之起點形成 

步驟者；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係以垂直上述掃描方向之 

剖面於在上述被照射面具有底邊且以上述焦點位 置為頂 

點之三角形狀所成區域中產生能量吸收之方式，照射上 

述脈衝雷射光，藉此形成上述變質區域，以使垂直上述 

掃描方向之剖面於較上述焦點位置深的位置具有最下端 

部'且與相鄰正常區域之界面之曲率成為0或負值。

2.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於上述被分割體中已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之部分不會 

消失之照射條件下，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

3.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脈衝雷射光之脈衝寬度為50 nsec以上。

4.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 > 其中進而 

具有

準備步驟，其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變質區 

域形成步驟前，事先施行特定之準備處理，以使上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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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預定形成位置，於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確實吸 

收上述脈衝雷射光，且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未進行上述準備步驟時， 

則以不會形成上 述起點之強度 之照射能量來照射 上述脈 

衝雷射光。

5. 如請求項4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 ， 

形成起始點變質區域之起始點變質化步驟。

6. 如請求項5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起始點變質化步驟係照射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 

雷射光，藉此形成上述起始點變質區域者。

7. 如請求項5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存在有複數個上述起始點位置時，於上述起始點變質 

步驟中，於複數個上述起始點位置形成上述起始點變質 

區域。

8. 如請求項4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 

處，以大於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照射能量照射上述脈衝 

雷射光，以於上述起始點位置處，使上述被分割體產生 

上述脈衝雷射光之吸收者；上述吸收發生後，則一面將 

上述照射能量逐漸減少至特定之定值為止* 一面開始上 

述脈衝雷射光之掃描，以轉進上述起點形成步驟。

9. 如請求項4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處之起始點位置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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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 

的重複頻率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以於上述起始點位置 

處，使上述被分割體產生上述脈衝雷射光之吸收者；上 

述吸收發生後，則一面將上述重複頻率逐漸增大至特定 

之定值為止，一面開始上述脈衝雷射光之掃描，以轉進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

10. 如請求項4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準備步驟係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位置 

處，以小於作為上述起點形成步驟之上述變質區域形成 

步驟的掃描速度照射上述脈衝雷射光，以於上述起始點 

位置處，使上述被分割體產生上述脈衝雷射光之吸收 

者；上述吸收發生後，則一面將上述掃描速度逐漸增大 

至特定之定值為止 > 一面開始上述雷射光之掃描，以轉 

進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

11. 如請求項4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準備步驟包含至少於上述預定形成位置之起始點 

位置進行噴砂處理之噴砂處理步驟。

12.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將上述焦點位置定為自上述被照射面起算1 0〜30卩m。

13.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上述變質區域係形成為具 

有與上述脈衝雷射光照射前不同之結晶狀態的構造性變 

質區域。

14. 如請求項13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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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分割體係單層或多層構造之單晶物體，而上述 

變質區域係形成為多晶區域。

15.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上述被分割體係藍寶石或SiC '或以該等任意者為基 

材之積層構造體。

16. 如請求項1至1 5中任一項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 

法，其中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上述變質區域係形成為機 

械強度小於周圍之弱強度區域。

17. 如請求項1之被分割體之分割起點形成方法，其中

於上述脈衝雷射光利用圓偏光。

18. 一種被分割體之分割方法，其特徵為

其係分割被分割體者；且具有

變質區域形成步驟，其係以焦點位置保持於上述被分 

割體內部之狀態，將YAG之3倍諧波之脈衝雷射光於特 

定掃描方向一面掃描，一面朝上述被分割體之被照射面 

照射，藉此由上述被分割體之上述被照射面至內部形成 

已熔融變質之變質區域者；及

分割步驟，其係沿上述變質區域分割上述被分割體 

者；

上述變質區域形成步驟中，係以垂直上述掃描方向之 

剖面於在上述被照射 面具有 底邊且以上述焦點位 置為頂 

點之三角形狀所成區域中產生能量吸收之方式，照射上 

述脈衝雷射光，藉此形成上述變質區域，以使垂直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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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方向之剖面於較 上述焦點位置深的位 置具有最下端

部，且與相鄰正常區域之界面之曲率為ο或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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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7）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B （變質區域之）最下端部

DF （雷射光之）散焦值

Ρ （雷射光之）照射位置

Τ 變質區域

Μ

Ν

被分割體

正常區域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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