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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晶片的加工方法，能够提高器件芯片的

抗弯强度。晶片的加工方法具有如下的步骤：保

护部件粘贴步骤，在晶片的正面侧粘贴保护带；

磨削步骤，隔着保护带将晶片保持在卡盘工作台

上，对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磨削而薄化至规定的厚

度；研磨步骤，利用研磨垫对通过磨削步骤进行

了磨削的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研磨，将通过磨削步

骤而形成的破碎层去除；以及等离子体加工步

骤，向通过研磨步骤进行了研磨的晶片的背面侧

提供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将晶片的背

面侧的加工应变的表层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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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晶片的加工方法，该晶片在半导体基板的正面上形成有格子状的多条分割预定

线，在由该分割预定线划分的各区域中形成有器件，其中，

该晶片的加工方法具有如下的步骤：

保护部件粘贴步骤，在晶片的正面侧粘贴保护部件；

磨削步骤，隔着该保护部件将晶片保持在卡盘工作台上，对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磨削而

薄化至规定的厚度；

研磨步骤，利用研磨垫对通过该磨削步骤进行了磨削的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研磨，将通

过该磨削步骤而形成的破碎层去除；以及

等离子体加工步骤，向通过该研磨步骤进行了研磨的晶片的背面侧提供处于等离子体

状态的惰性气体，将晶片的背面侧的表层去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片的加工方法，其中，

在该研磨步骤中，使用包含磨粒的该研磨垫对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研磨，将通过该磨削

步骤而形成的破碎层去除并且利用该磨粒形成作为去疵层的微细的加工应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片的加工方法，其中，

在该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在晶片的背面侧的表层形成由无定形层构成的预备去疵

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片的加工方法，其中，

该晶片的加工方法还具有如下的改质层形成步骤：在实施该磨削步骤之前，沿着该分

割预定线照射对于该半导体基板具有透过性的波长的激光光线，在晶片的内部形成沿着该

分割预定线的改质层，

通过因该磨削步骤而产生的磨削应力，晶片以该改质层为断裂起点而被分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片的加工方法，其中，

该晶片的加工方法具有如下的切削步骤：在实施该磨削步骤之前，从晶片的正面侧沿

着该分割预定线利用切削刀具形成深度超过完工厚度的切削槽，

在该磨削步骤中，该切削槽在晶片的背面侧露出而将晶片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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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晶片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器件芯片正在不断薄化、小型化，但始终要求提高抗弯强度。在对半导体器件晶片

进行薄化时，由磨削磨具形成的破碎层会使抗弯强度降低，因此实施通过研磨将破碎层去

除而提高抗弯强度的方法。但是，当将破碎层去除时，会失去芯片的去疵效果，在存储器器

件等中成为器件不良的原因。因此，提出了所谓去疵干式抛光的方法(例如，参照专利文献

1)。

[0003] 专利文献1所示的方法是利用包含磨粒的研磨垫进行干式研磨的方法，在通过研

磨将破碎层去除的同时形成可发挥去疵效果的程度的小的伤痕。

[0004] 专利文献1：日本特许第4871617号公报

[0005] 但是，希望进一步提高器件芯片的抗弯强度。

发明内容

[0006]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能够提高器件芯片的抗弯强度的晶片的加工方法。

[0007] 根据本发明，提供晶片的加工方法，该晶片在半导体基板的正面上形成有格子状

的多条分割预定线，在由该分割预定线划分的各区域中形成有器件，其中，该晶片的加工方

法具有如下的步骤：保护部件粘贴步骤，在晶片的正面侧粘贴保护部件；磨削步骤，隔着该

保护部件将晶片保持在卡盘工作台上，对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磨削而薄化至规定的厚度；研

磨步骤，利用研磨垫对通过该磨削步骤进行了磨削的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研磨，将通过该磨

削步骤而形成的破碎层去除；以及等离子体加工步骤，向通过该研磨步骤进行了研磨的晶

片的背面侧提供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将晶片的背面侧的表层去除。

[0008] 优选在该研磨步骤中，使用包含磨粒的该研磨垫对晶片的背面侧进行研磨，将通

过该磨削步骤而形成的破碎层去除并且利用该磨粒形成作为去疵层的微细的加工应变。

[0009] 优选在该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在晶片的背面侧的表层形成由无定形层构成的预

备去疵层。

[0010] 优选所述晶片的加工方法还具有如下的改质层形成步骤：在实施该磨削步骤之

前，沿着该分割预定线照射对于该半导体基板具有透过性的波长的激光光线，在晶片的内

部形成沿着该分割预定线的改质层，通过因该磨削步骤而产生的磨削应力，晶片以该改质

层为断裂起点而被分割。

[0011] 优选所述晶片的加工方法还具有如下的切削步骤：在实施该磨削步骤之前，从晶

片的正面侧沿着该分割预定线利用切削刀具形成深度超过完工厚度的切削槽，在该磨削步

骤中，该切削槽在晶片的背面侧露出而将晶片分割。

[0012] 本申请发明的晶片的加工方法起到能够提高器件芯片的抗弯强度这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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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示出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加工对象的晶片的一例的立体图。

[0014] 图2是示出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流程的流程图。

[0015] 图3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保护部件粘贴步骤的立体图。

[0016] 图4是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保护部件粘贴步骤后的晶片的立体图。

[0017] 图5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预备磨削步骤的侧剖视图。

[0018] 图6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改质层形成步骤的侧剖视图。

[0019] 图7是示出实施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磨削步骤和研磨步骤的磨削研磨装

置的结构例的立体图。

[0020] 图8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磨削步骤的侧剖视图。

[0021] 图9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研磨步骤的侧剖视图。

[0022] 图10是将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研磨步骤后的晶片的主要部分放大而示出

的剖视图。

[0023] 图11是示出在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使用的等离子体

装置的结构的剖视图。

[0024] 图12是将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的晶片的主要部分放

大而示出的剖视图。

[0025] 图13是将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骤后的晶片的主要部分放

大而示出的剖视图。

[0026] 图14是示出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流程的流程图。

[0027] 图15是示出图14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切削步骤的侧剖视图。

[0028] 标号说明

[0029] 1：晶片；2：半导体基板；3：正面；4：分割预定线；5：器件；6：器件芯片；7：背面；8：改

质层；9：切削槽；10：去疵层；11：加工应变；12：预备去疵层；12-1：无定形层；20：保护带(保

护部件)；44：激光光线；54-1：研磨垫；56：卡盘工作台；100：完工厚度；400：处于等离子体状

态的惰性气体；ST1：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3：改质层形成步骤；ST4：磨削步骤；ST5：研磨步

骤；ST6：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10：切削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并不受以下的实施方

式所记载的内容限定。并且，在以下记载的构成要素中包含本技术领域人员能够容易想到

的、实质上相同的构成要素。此外，以下记载的结构可以适当组合。并且，能够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主旨的范围内进行结构的各种省略、置换或变更。

[0031] 〔第1实施方式〕

[0032] 根据附图对本发明的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进行说明。图1是示出第1实

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加工对象的晶片的一例的立体图。图2是示出第1实施方式的晶

片的加工方法的流程的流程图。

[0033] 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是图1所示的晶片1的加工方法。晶片1是以硅、蓝

宝石或砷化镓等为半导体基板2的圆板状的半导体晶片或光器件晶片。另外，在第1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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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由硅构成。如图1所示，晶片1在半导体基板2的正面3上形成有格

子状的分割预定线4，在由分割预定线4划分的各区域形成有器件5。

[0034] 器件5例如是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LSI (Large  Scale 

Integration：大规模集成)等集成电路、CCD(Charge  Coupled  Device：电荷耦合器件)、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等图像传感

器。

[0035] 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是将晶片1沿着分割预定线4分割成各个器件芯片

6并且将器件芯片6薄化至完工厚度100的方法。另外，器件芯片6由半导体基板2的一部分和

形成在半导体基板2的正面3上的器件5构成。如图2所示，晶片的加工方法具有保护部件粘

贴步骤ST1、预备磨削步骤ST2、改质层形成步骤ST3、磨削步骤ST4、研磨步骤ST5以及等离子

体加工步骤ST6。

[0036] (保护部件粘贴步骤)

[0037] 图3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保护部件粘贴步骤的立体图。图4是图2所

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保护部件粘贴步骤后的晶片的立体图。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是在

晶片1的正面3侧粘贴作为保护部件的保护带20的步骤。

[0038] 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中，如图3和图4所示，将直径与晶片1

相同的保护带20粘贴在晶片1的正面3上。在第1实施方式中，使用保护带20作为保护部件，

但在本发明中，保护部件并不限于保护带20。如图4所示，当在晶片1的正面3上粘贴保护带

20时，晶片的加工方法进入到预备磨削步骤ST2。

[0039] (预备磨削步骤)

[0040] 图5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预备磨削步骤的侧剖视图。预备磨削步骤

ST2是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磨削步骤ST4以及研磨步骤ST5之前预先对晶片1的半导体基

板2的背面7进行磨削的步骤。

[0041] 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预备磨削步骤ST2中，磨削装置30将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

正面3侧隔着保护带20吸引保持在卡盘工作台31的保持面32上。在切削步骤ST10中，如图5

所示，通过主轴33使预备磨削用的磨削磨轮34进行旋转并且使卡盘工作台31绕轴心进行旋

转，一边从磨削液喷嘴35提供磨削液36，一边使磨削磨轮34的预备磨削用磨具37与晶片1的

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抵接并以规定的进给速度接近卡盘工作台31，利用预备磨削用磨具37

对晶片1的背面7进行磨削。

[0042] 在预备磨削步骤ST2中，对晶片1进行磨削直到成为能够利用后述的激光光线44使

激光光线44聚光在接近晶片1的正面3的晶片1的内部的期望的深度(高度)并形成改质层8

的规定的厚度。在第1实施方式中，当将晶片1磨削到规定的厚度时，晶片的加工方法进入到

改质层形成步骤ST3。

[0043] (改质层形成步骤)

[0044] 图6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改质层形成步骤的侧剖视图。改质层形成

步骤ST3是如下的步骤：在实施磨削步骤ST4之前，从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侧沿着分

割预定线4照射对于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具有透过性的波长(在实施方式中为1300nm～

1064nm)的激光光线44，在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内部形成沿着分割预定线4的改质层8。

[0045] 另外，改质层8是指密度、折射率、机械强度、其他物理特性处于与周围的各性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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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状态的区域，能够例示熔融处理区域、裂纹区域、绝缘破坏区域、折射率变化区域以及

这些区域混在一起的区域等。并且，改质层8的机械强度等比晶片1的其他部分低。

[0046] 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中，激光加工装置40将晶片1的半导体基

板2的正面3侧隔着保护带20吸引保持在卡盘工作台41的保持面42上。在改质层形成步骤

ST3中，激光加工装置40一边使卡盘工作台41和激光光线照射单元43沿着分割预定线4相对

地移动，一边如图6所示，将激光光线照射单元43的聚光点44-1设定在半导体基板2的内部

而沿着分割预定线4照射脉冲状的激光光线44。

[0047] 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中，激光加工装置40一边使卡盘工作台

41移动以使激光光线照射单元43相对于卡盘工作台41所吸引保持的晶片1从图6中所虚线

所示的位置朝向图6中实线所示的位置，一边照射激光光线44。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中，由

于激光光线44具有对于晶片1具有透过性的波长，所以如图6所示，在半导体基板2的内部沿

着分割预定线4形成改质层8。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中，改质层8形成于在磨削步骤ST4中被

去除的晶片1内部的区域。并且，在本发明中，也可以是，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之前并且在

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之前，利用激光光线对形成器件5的半导体基板2的正面3的功能层进

行烧蚀加工，形成被去除了沿着分割预定线4的功能层的激光加工槽。

[0048] 在改质层形成步骤ST3中，当沿着全部分割预定线4在半导体基板2的内部形成改

质层8时，解除激光光线44的照射和卡盘工作台41的吸引保持而进入到磨削步骤ST4。磨削

步骤ST4是由图7所示的磨削研磨装置50实施的。

[0049] (磨削研磨装置)

[0050] 图7是示出实施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磨削步骤和研磨步骤的磨削研磨装

置的结构例的立体图。如图7所示，磨削研磨装置50主要具有：装置主体51、第1磨削单元52、

第2磨削单元53、研磨单元54、设置在旋转工作台55上的例如4个卡盘工作台56、盒57、58、对

位单元59、搬入单元60、搬出单元61、清洗单元62、搬出搬入单元63以及未图示的控制单元。

[0051] 第1磨削单元52用于一边使具有安装在主轴的下端的磨削磨具52-1的磨削磨轮

52-2旋转一边对保持在粗磨削位置302的卡盘工作台56上的晶片1的背面7沿着与铅直方向

平行的Z轴方向进行按压从而对晶片1的背面7进行粗磨削。同样地，第2磨削单元53用于一

边使具有安装在主轴的下端的磨削磨具53-1的磨削磨轮53-2旋转一边对保持在位于精磨

削位置303的卡盘工作台56上的完成粗磨削的晶片1的背面7沿着Z轴方向进行按压从而对

晶片1的背面7进行精磨削。

[0052] 另外，在第1实施方式中，第1磨削单元52和第2磨削单元53的磨削磨轮52-2、53-2

的旋转中心即轴心与卡盘工作台56的旋转中心即轴心大致互相平行，并且沿水平方向隔开

间隔而配置。另外，在第1实施方式中，磨削单元52、53一边向晶片1提供纯水等磨削液52-4、

53-4(图8所示)一边对晶片1的背面7进行磨削。

[0053] 如图7所示，研磨单元54使安装在主轴的下端的研磨工具54-2的研磨垫54-1与卡

盘工作台56的保持面对置而配置。研磨单元54一边使研磨工具54-2旋转，一边沿着Z轴方向

按压位于研磨位置304的卡盘工作台56的保持面上所保持的完成精磨削的晶片1的背面7。

研磨单元54用于使研磨工具54-2的研磨垫54-1沿着Z轴方向按压晶片1的背面7从而对晶片

1的背面7进行研磨。

[0054] 研磨垫54-1是使磨粒分散在研磨布、橡胶或弹性体等具有柔软性的基材中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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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第1实施方式中，以研磨垫54-1的磨粒的硬度为与晶片1同等以上为条件，这里是指硬

度与晶片1相同的程度或者虽然比晶片1高但与晶片1相比没有太大变化的硬度，将硬度明

显比晶片1高的排除在外。接着，磨粒的条件是粒径为5μm以下且呈块状形状，这里是指粒径

微小并且形状为不具有锐利的角的立方八面体等多面体状且比较接近球状。另外，与块状

形状相反地具有锐利的角被称为角接触形状，该角接触形状的磨粒在本发明中是不适当

的。

[0055] 并且，在第1实施方式中，磨粒是所谓的一般磨粒，具体而言，在晶片1的半导体基

板2为硅的情况下，选择硅的莫氏硬度：与7同等以上的材料，例如使用多晶或单晶的氧化硅

(SiO2)。并且，也可以使用莫氏硬度为9的GC(绿色金刚砂)或WA(白色金刚砂)之类的一般磨

粒，但莫氏硬度为10的钻石太硬，不适合。

[0056] 并且，在第1实施方式中，研磨单元54在不提供研磨液等加工液的情况下对晶片1

的背面7实施干式研磨、所谓的干式抛光。

[0057] 旋转工作台55是设置在装置主体51的上表面的圆盘状的工作台，被设置成能够在

水平面内旋转，按照规定的定时被旋转驱动。在该旋转工作台55上例如以90度的相位角等

间隔地配设有例如4个卡盘工作台56。这4个卡盘工作台56是在保持面上具有真空卡盘的卡

盘工作台构造，对正面3侧隔着保护带20而载置在保持面上的晶片1进行真空吸附而保持。

这些卡盘工作台56在磨削时和研磨时以与铅直方向平行的轴为旋转轴，通过旋转驱动机构

在水平面内被旋转驱动。这样的卡盘工作台56通过旋转工作台55的旋转而依次移动到搬入

搬出位置301、粗磨削位置302、精磨削位置303、研磨位置304以及搬入搬出位置301。

[0058] 盒57、58是具有多个插槽的用于收纳晶片1的收纳容器。一个盒57对磨削研磨前的

正面3上粘贴有保护带20的晶片1进行收纳。另一个盒58对磨削研磨后的晶片1进行收纳。并

且，对位单元59是供从盒57取出的晶片1暂时放置而用于进行其中心对位的工作台。

[0059] 搬入单元60具有吸附垫，对已由对位单元59对位后的磨削研磨前的晶片1进行吸

附保持而搬入到位于搬入搬出位置301的卡盘工作台56上。搬出单元61将位于搬入搬出位

置301的卡盘工作台56上所保持的磨削研磨后的晶片1进行吸附保持而搬出到清洗单元62。

[0060] 搬出搬入单元63例如是具有圆形型机械手63-1的机器人拾取器，通过圆形型机械

手63-1对晶片1进行吸附保持而对晶片1进行搬送。具体来说，搬出搬入单元63将磨削研磨

前的晶片1从盒57向对位单元59搬出，并且将磨削研磨后的晶片1从清洗单元62向盒58搬

入。清洗单元62对磨削研磨后的晶片1进行清洗，将附着在磨削和研磨后的加工面上的磨削

屑和研磨屑等污染物去除。

[0061] 控制单元对构成磨削研磨装置50的上述构成要素分别进行控制。即，控制单元使

磨削研磨装置50执行针对晶片1的研磨动作。控制单元是能够执行计算机程序的计算机。控

制单元具有：运算处理装置，其具有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单元)那样的

微处理器；存储装置，其具有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或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那样的存储器；以及输入输出接口装置。控制单元的运算处理装

置执行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的计算机程序而生成用于对磨削研磨装置50进行控制的控制信

号。控制单元的运算处理装置将所生成的控制信号经由输入输出接口装置而输出到磨削研

磨装置50的各构成要素。

[0062] (磨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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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图8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磨削步骤的侧剖视图。磨削步骤ST4是如

下的步骤：隔着保护带20将晶片1吸引保持在卡盘工作台56的保持面上，对晶片1的背面7侧

进行磨削而薄化至规定的厚度。在第1实施方式中，将收纳有正面3上粘贴着保护带20的晶

片1的盒57和未收纳晶片1的盒58安装在磨削研磨装置50的装置主体51上，操作人员将加工

内容信息登记在控制单元中，当从操作人员输入加工动作的开始指示时，通过磨削研磨装

置50来实施磨削步骤ST4。

[0064] 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研磨装置50使搬出搬入单元63从盒57中取出晶片1并向对

位单元59搬出，使对位单元59进行晶片1的中心对位。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研磨装置50使

搬入单元60将进行了中心对位的晶片1搬入到位于搬入搬出位置301的卡盘工作台56上。

[0065] 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研磨装置50将晶片1的正面3侧隔着保护带20吸引保持在

卡盘工作台56上，使背面7露出而利用旋转工作台55将晶片1依次搬送到粗磨削位置302和

精磨削位置303。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研磨装置50在粗磨削位置302和精磨削位置303中

如图8所示那样一边通过主轴使磨削磨轮52-2、53-2进行旋转并且使卡盘工作台56绕轴心

进行旋转，一边从磨削液喷嘴52-3、53-3提供磨削液52-4、53-4，并且使磨削磨具52-1、53-1

与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抵接而以规定的进给速度接近卡盘工作台56，由此，利用磨

削磨具52-1、53-1依次对晶片1的背面7实施粗磨削和精磨削。在磨削步骤ST4中，对晶片1进

行磨削直到成为规定的厚度。

[0066] 并且，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磨削步骤ST4中，通过从磨削步骤ST4的粗磨削位置302

处的第1磨削单元52的磨削磨轮52-2、53-2作用的磨削应力，晶片1以改质层8为断裂起点沿

着分割预定线4被分割成各个器件芯片6。在第1实施方式中，当将晶片1磨削至规定的厚度

时，晶片的加工方法进入到研磨步骤ST5。另外，磨削步骤ST4后的晶片1在背面7的表层形成

有未图示的破碎层。破碎层是晶体缺陷及应变等加工应变。

[0067] (研磨步骤)

[0068] 图9是示出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研磨步骤的侧剖视图。图10是将图2所示

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研磨步骤后的晶片的主要部分放大而示出的剖视图。研磨步骤ST5是

如下的步骤：利用研磨垫54-1对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后的晶片1的背面7侧进行研磨，将在

磨削步骤ST4中形成的破碎层去除。在第1实施方式中，研磨步骤ST5是如下的步骤：利用包

含磨粒的研磨垫54-1对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的晶片1的背面7侧进行研磨，将在磨削步骤

ST4中形成的破碎层去除并且利用磨粒形成作为去疵层10的微细的加工应变11。

[0069] 在第1实施方式中，去疵层10是发挥出捕捉以附着于晶片1的铜(Cu)离子等金属为

主的杂质而抑制由器件5的杂质导致的金属污染的所谓去疵能力的层。加工应变11是形成

在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的表层中的微细的晶体缺陷及应变。加工应变11的晶体缺

陷及应变比破碎层的晶体缺陷及应变小。

[0070] 在研磨步骤ST5中，磨削研磨装置50使旋转工作台55旋转而使保持着精磨削后的

晶片1的卡盘工作台56移动到研磨位置304，在研磨位置304，如图9所示，一边通过主轴使研

磨工具54-2进行旋转并且使卡盘工作台56绕轴心进行旋转，一边使研磨垫54-1与晶片1的

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抵接而以规定的进给速度接近卡盘工作台56，由此，利用研磨垫54-1

对晶片1的背面7施加干式研磨。在研磨步骤ST5中，当磨削研磨装置50进行了规定的时间的

干式研磨时，通过研磨单元54结束研磨，将由研磨单元54研磨的晶片1定位于搬入搬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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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并通过搬出单元61搬入到清洗单元62，利用清洗单元62进行清洗，利用搬出搬入单元

63将清洗后的晶片1向盒58搬入。

[0071] 晶片的加工方法进入到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另外，如图10所示，研磨步骤ST5后

的晶片1在背面7的表层形成有作为去疵层10的微细的晶体缺陷及应变等微细的加工应变

11。

[0072] 这样，在磨削步骤ST4和研磨步骤ST5中，磨削研磨装置50利用旋转工作台55将晶

片1依次搬送到粗磨削位置302、精磨削位置303、研磨位置304以及搬入搬出位置301，依次

实施粗磨削、精磨削、研磨而使晶片1的背面7高精度地平坦化。另外，在磨削研磨装置50每

次使旋转工作台55旋转90度时，磨削研磨前的晶片1被搬入到搬入搬出位置301的卡盘工作

台56。当对盒57内的全部的晶片1实施了磨削研磨时，磨削研磨装置50结束加工动作。

[0073] (等离子体加工步骤)

[0074] 图11是示出在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使用的等离子体

装置的结构的剖视图。图12是将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骤中的晶片

的主要部分放大而示出的剖视图。图13是将图2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等离子体加工步

骤后的晶片的主要部分放大而示出的剖视图。

[0075] 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是如下的步骤：图11所示的等离子体装置70向在研磨步骤

ST5中研磨后的晶片1的背面7侧提供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400(图12所示)，对晶片

1进行等离子体加工而将构成晶片1的背面7侧的表层的硅401去除，并且形成去疵层10。在

第1实施方式中，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是对晶片1进行等离子体加工而将构成晶片1的背面

7侧的加工应变11的表层的硅401去除的步骤。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等离子体装置70

在位于等离子体蚀刻腔室71内的密闭空间72内的构成下部电极73的卡盘工作台74(静电卡

盘、ESC：Electrostatic  chuck)上隔着保护带20载置晶片1的正面3侧，对电极75、76施加电

力而将晶片1吸附保持在卡盘工作台74上。

[0076] 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等离子体装置70将等离子体蚀刻腔室71内的密闭空

间72密闭，使气体排出单元77进行动作而对密闭空间72内进行真空排气，从而将密闭空间

72的压力维持为规定的压力，并且使制冷剂提供单元78进行动作而使作为制冷剂的氦气在

设置于下部电极73内的制冷剂导入通路79、冷却通路80以及制冷剂排出通路81中循环，抑

制下部电极73的异常升温。

[0077] 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使惰性气体提供单元82进行动作而从上部电极84的

多个喷出口85朝向下部电极73的卡盘工作台74上所保持的晶片1喷出惰性气体。然后，在等

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等离子体装置在提供惰性气体的状态下从高频电源83对上部电极

84施加生成并维持等离子体的高频电力，从高频电源83向下部电极73施加用于吸引离子的

高频电力。由此，在下部电极73与上部电极84之间的空间中产生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

气体400(图12所示)，处于该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400与晶片1的背面7发生碰撞。另外，

在第1实施方式中，等离子体装置70提供氩气作为惰性气体，但在本发明中，惰性气体并不

限于氩气。

[0078] 在第1实施方式中，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如图12所示，使卡盘工作台74的保

持面的表层带负电402而使晶片1吸附保持在卡盘工作台74的保持面上，处于带正电的等离

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400被晶片1吸引而与背面7发生碰撞。于是，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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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晶片1的背面7侧的加工应变11的表层的硅401被去除，并且使加工应变11的表层变质成

作为微小的晶体应变层的无定形(amorphous)状的无定形层12-1，在背面7侧的加工应变11

的表层形成由无定形层12-1构成的预备去疵层12(图13所示)。无定形层12-1是被赋予比加

工应变11小的晶体缺陷及应变而形成无定形状的层，其发挥出捕捉晶片1所含有的以铜

(Cu)离子等金属为主的杂质而抑制由器件5的杂质导致的金属污染的所谓去疵能力。这样，

晶片1在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形成包含加工应变11和预备去疵层12在内的去疵层10。

[0079] 当按照规定的时间使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400与晶片1的背面7发生碰撞

时，晶片的加工方法结束。另外，如图13所示，等离子体加工步骤后的晶片1薄化至完工厚度

100，并且在背面7的表层形成有包含预备去疵层12和加工应变11在内的去疵层10。

[0080] 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中，在进行干式研磨的研磨步骤ST5中形成作为去

疵层10的微细的加工应变11，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实施使用了惰性气体的等离子体

加工，由此，将研磨后的晶片1的背面7的微细的加工应变11的表层去除。其结果是，即使赋

予去疵能力，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也能够提高器件芯片6的抗弯强度。

[0081] 并且，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中，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通过等离子

体加工将微细的加工应变11的表层去除，并且形成与加工应变11相比晶体缺陷及应变更小

的预备去疵层12，因此与具有仅由通过研磨步骤ST5形成的加工应变11构成的去疵层10的

器件芯片相比，能够提高抗弯强度。

[0082] 此外，晶片的加工方法中，在等离子体加工中在半导体基板2的背面7形成包含预

备去疵层12在内的去疵层10，因此与随机地形成微细的伤痕的加工应变层相比，还起到了

能够在背面7的整个面上可靠地形成去疵层10的效果。

[0083] 并且，晶片的加工方法还具有如下的效果：使用同一磨削研磨装置50来进行磨削

步骤ST4和研磨步骤ST5，在研磨步骤ST5后向等离子体装置的搬送过程中会产生对晶片1带

来金属污染的风险，但通过在研磨步骤ST5中已经形成的加工应变11来避免器件芯片6的金

属污染。

[0084] 并且，晶片的加工方法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实施基于惰性气体的等离子体

加工，因此与使用SF6等气体的情况相比，不需要排气气体的无害化处理，还具有能够简化

设备的效果。

[0085] 〔第2实施方式〕

[0086] 根据附图对本发明的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进行说明。图14是示出第2实

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流程的流程图。图15是示出图14所示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切削

步骤的侧剖视图。另外，图14和图15对与第1实施方式相同的部分标注相同的符号而省略说

明。

[0087] 如图14所示，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除了具有切削步骤ST10来代替改质

层形成步骤ST3以外与第1实施方式相同。切削步骤ST10是如下的步骤：在实施磨削步骤ST4

之前，从晶片1的半导体基板2的正面3侧沿着分割预定线4利用切削刀具94形成深度超过完

工厚度100的切削槽9。在第2实施方式中，晶片的加工方法是在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之前

实施切削步骤ST10，但在本发明中，只要在磨削步骤ST4之前，则也可以在预备磨削步骤ST2

之后实施切削步骤ST10。

[0088] 在第2实施方式中，在切削步骤ST10中，在晶片1的背面7上粘贴划片带21，切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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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90将晶片1的背面7侧隔着划片带21吸引保持在卡盘工作台91的保持面92上。在切削步骤

ST10中，如图15所示，在切削步骤ST10中，切削装置90一边使卡盘工作台91和切削单元93的

切削刀具94沿着分割预定线4相对地移动，一边如图15所示，使切削刀具94从正面3切入至

超过完工厚度100的深度而形成切削槽9。在本发明中，在切削步骤ST10中，也可以不对背面

7粘贴划片带21便进行切削加工。

[0089] 在第2实施方式中，在切削步骤ST10中，切削装置90一边使卡盘工作台91移动以使

切削刀具94相对于卡盘工作台91所吸引保持的晶片1从图15中双点划线所示的位置朝向图

15中实线所示的位置，一边沿着分割预定线4切入晶片1。

[0090] 在切削步骤ST10中，当沿着全部的分割预定线4在半导体基板2上形成切削槽9时，

解除使用了切削刀具94的切削和卡盘工作台91的吸引保持而进入到保护部件粘贴步骤

ST1。在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中，在晶片1的正面3上粘贴

了保护带20之后，从背面7侧剥离划片带21。并且，在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磨削

步骤ST4中，切削槽9在背面7侧露出而将晶片1分割成各个器件芯片6。并且，在本发明中，也

可以是，在切削步骤ST10之前且在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之前，利用激光光线对形成器件5

的半导体基板2的正面3的功能层进行烧蚀加工，沿着分割预定线4形成去除了功能层的激

光加工槽。另外，在该情况下，激光加工槽的宽度比切削槽9宽。

[0091] 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在进行干式研磨的研磨步骤ST5中形成作为去疵

层10的微细的加工应变11，在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中实施使用了惰性气体的等离子体加

工，由此，将研磨后的晶片1的背面7的微细的加工应变11的表层去除。其结果是，与第1实施

方式同样地，第2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能够提高器件芯片6的抗弯强度。

[0092] 接着，本发明的发明人确认了第1实施方式的晶片的加工方法的效果。结果在以下

的表1中示出。

[0093] 【表1】

[0094]   抗弯强度

比较例1 1350MPa

比较例2 1670MPa

本发明产品1 2107MPa

本发明产品2 3631MPa

[0095] 在确认中，测定了比较例1、比较例2、本发明产品1以及本发明产品2的器件芯片6

的抗弯强度。关于比较例1，使用株式会社迪斯科生产的产品名为DPEG的研磨工具来实施保

护部件粘贴步骤ST1、预备磨削步骤ST2、改质层形成步骤ST3、磨削步骤ST4以及研磨步骤

ST5，形成仅由加工应变11构成的去疵层10。关于比较例2，使用株式会社迪斯科生产的产品

名为DP08的研磨工具来实施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预备磨削步骤ST2、改质层形成步骤

ST3、磨削步骤ST4以及研磨步骤ST5，形成仅由加工应变11构成的去疵层10。

[0096] 关于本发明产品1，使用株式会社迪斯科生产的产品名为DPEG的研磨工具来实施

保护部件粘贴步骤ST1、预备磨削步骤ST2、改质层形成步骤ST3、磨削步骤ST4、研磨步骤ST5

以及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形成包含加工应变11和预备去疵层12的去疵层10。关于本发明

产品2，使用株式会社迪斯科生产的产品名为DP08的研磨工具来实施保护部件粘贴步骤

ST1、预备磨削步骤ST2、改质层形成步骤ST3、磨削步骤ST4、研磨步骤ST5以及等离子体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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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T6，形成包含加工应变11和预备去疵层12的去疵层10。

[0097] 并且，在比较例1、比较例2、本发明产品1以及本发明产品2中，分别制造多个大小

为10mm×10mm并且厚度为25μm的器件芯片6，通过以支点间的距离为1.4mm的三点弯曲来测

定各器件芯片6的抗弯强度，表1示出了多个器件芯片6的抗弯强度的平均值。

[0098] 根据表1，比较例1的抗弯强度为1350MPa，与此相对，本发明产品1的抗弯强度为

2107MPa，本发明产品1的抗弯强度超过了比较例1的抗弯强度的1.5倍。根据表1，比较例2的

抗弯强度为1670MPa，与此相对，本发明产品2的抗弯强度为3631MPa，本发明产品2的抗弯强

度超过了比较例2的抗弯强度的2.1倍。

[0099] 因此，根据表1可知，通过在研磨步骤ST5之后实施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能够提

高器件芯片6的抗弯强度。

[0100] 另外，本发明并不限定于上述实施方式。即，能够在不脱离本发明的主旨的范围内

进行各种变形而实施。例如，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在研磨步骤ST5中实施所谓的干式研磨而

在背面7上形成微细的加工应变11，但在本发明中，在研磨步骤ST5中，也可以一边提供CMP

(化学机械研磨：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加工等的加工液一边对背面7进行研

磨，在不形成加工应变11的情况下将在磨削步骤ST4中形成的破碎层去除。即，研磨步骤ST5

可以是利用研磨垫对在磨削步骤ST4中磨削后的晶片1的背面7侧进行研磨而将在磨削步骤

ST4中形成的破碎层去除的步骤，等离子体加工步骤ST6可以是对在研磨步骤ST5中研磨后

的晶片1的背面7侧提供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惰性气体400而在晶片1的背面7侧形成去疵层

10的步骤。并且，本发明的研磨步骤ST5并不限于CMP研磨，也可以利用在研磨布或弹性体中

包含二氧化硅等磨粒的研磨垫、如日本特开2002-283243号公报记载的那样包含二氧化硅、

氧化铝、镁橄榄石、滑石、莫来石、立方晶氮化硼、金刚石、氮化硅、碳化硅、碳化硼、碳酸钡、

碳酸钙、氧化铁、氧化镁、氧化锆、氧化铈、氧化铬、氧化锡、氧化钛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磨粒

的研磨垫来进行干式研磨(干式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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