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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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87816.6

(22)申请日 2016.05.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890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20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

研究所

地址 100176 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泰河三街1号

(72)发明人 尹影　胡兴臣　佀海燕　靳永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004

代理人 朱丽岩　田世瑢

(51)Int.Cl.

H01L 21/67(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620987 A,2010.01.06,

US 9070549 B2,2015.06.30,

CN 102768974 A,2012.11.07,

审查员 毕长栋

 

(54)发明名称

一种晶圆清洗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晶圆清洗设备，包括清洗

单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及机械手，该设备包括

至少一个清洗单元、至少两个刷洗单元及至少一

个甩干单元，清洗单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依次

排列，各单元之间的距离与机械手的行程配合设

置；清洗单元上设置有清洗旋转轮，该清洗旋转

轮使晶圆竖向设置；刷洗单元上设置有刷洗旋转

轮，该刷洗旋转轮使晶圆竖向设置；甩干单元上

设置有固定块，固定块和固定爪安装在升降台

上，固定块和固定爪抓紧晶圆，该固定块使晶圆

水平设置。本发明提供的晶圆清洗设备，清洗单

元、刷洗单元采用竖直方向作业，甩干单元采用

水平方向作业，有效改善晶圆清洗效果，同时解

决了水印残留的问题，提高了晶圆清洗设备的总

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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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晶圆清洗设备，包括清洗单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及机械手（4），其特征在于，

该设备包括至少一个清洗单元、至少两个刷洗单元及至少一个甩干单元，清洗单元、刷洗单

元、甩干单元依次排列，各单元之间的距离与机械手（4）的行程配合设置；所述清洗单元上

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清洗旋转轮（101），并且该清洗旋转轮（101）使晶圆竖向设置；所述刷

洗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刷洗旋转轮（203），并且该刷洗旋转轮（203）使晶圆竖向设

置；所述甩干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固定块（305）和固定爪（303），固定块（305）和固定

爪（303）安装在升降台（302）上，固定块（305）和固定爪（303）抓紧晶圆，并且使晶圆水平设

置；所述甩干单元包括有甩干容纳箱（301）、升降台（302）、固定块（305）、固定爪（303）、喷水

喷嘴（304）及旋转轴（306）；旋转轴（306）上设置有升降台（302），旋转轴（306）由驱动电机

（307）驱动旋转，固定爪（303）及固定块（305）设置在升降台（302）上；升降台（302）设置在甩

干容纳箱（301）的中部，喷水喷嘴（304）设置在甩干容纳箱（301）的侧壁上；所述清洗单元包

括有清洗容纳箱（102）、兆声装置（103）及清洗旋转轮（101）；兆声装置（103）设置在清洗容

纳箱（102）的底部；所述清洗旋转轮（101）设置在清洗容纳箱（102）的中部，其包括清洗主动

轮（101a）及清洗从动轮（101b），清洗主动轮（101a）提供旋转动力，清洗从动轮（101b）供竖

直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圆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单元的数量不超过三

个，所述刷洗单元的数量不超过六个，所述甩干单元的数量不超过三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圆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洗单元包括有刷洗容纳箱

（201）、刷洗头（202）、刷洗喷嘴（204）及刷洗旋转轮（203）；刷洗头（202）水平设置在刷洗单

元的中部，刷洗喷嘴（204）与刷洗头（202）平行设置在刷洗单元上部的侧壁上；所述刷洗旋

转轮（203）设置在刷洗头（202）的下部，其包括刷洗主动轮（203a）及刷洗从动轮（203b），刷

洗主动轮（203a）提供旋转动力，刷洗从动轮（203b）供竖直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圆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4）设置在清洗单元、

刷洗单元的上部，其垂直方向夹持晶圆在清洗单元及刷洗单元上方做水平横向运动；末端

刷洗单元上部的机械手（4）可水平旋转，使晶圆水平放置在甩干单元上的升降台（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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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晶圆清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晶圆清洗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晶圆清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CMP（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Polish，化学机械平坦化或化学机

械抛光）工艺之后，需要对晶圆进行清洗，以去除抛光工艺中带来的所有污染物。

[0003] 现有的晶圆清洗设备常用的清洗技术有两种：

[0004] 第一种方案：在清洗、刷洗、甩干三种模组中，晶圆均水平放置。这样放置可以保证

最佳的甩干效率，但是此方案由于在清洗环节晶圆水平放置，颗粒或者残留抛光液不能及

时排出，致使晶圆清洗效果不佳。

[0005] 第二种方案：在清洗、刷洗、甩干三种模组中，晶圆均竖直放置。这种方案优点是：

清洗时晶圆竖直放置，清洗效果最佳；但是，在甩干环节，由于重力作用，水分在晶圆上分布

不均，致使晶圆上存在水印残留。

[0006] 因此，现有的晶圆清洗设备存在清洗效果不佳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提供晶圆清洗设备，清洗单元、刷洗单元采用

竖直方向作业，甩干单元采用水平方向作业，有效改善了晶圆清洗效果，同时解决了水印残

留的问题，提高了晶圆清洗设备的总体效果。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晶圆清洗设备，其包括清洗单元、刷洗单

元、甩干单元及机械手。

[0010] 该设备包括至少一个清洗单元、至少两个刷洗单元及至少一个甩干单元，清洗单

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依次排列，各单元之间的距离与机械手的行程配合设置；所述清洗

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清洗旋转轮，并且该清洗旋转轮使晶圆竖向设置；所述刷洗单

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刷洗旋转轮，并且该刷洗旋转轮使晶圆竖向设置；所述甩干单元

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固定块和固定爪，固定块和固定爪安装在升降台上，固定块和固定

爪抓紧晶圆，并且使晶圆水平设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单元的数量不超过三个，刷洗单元的数量不超过六个，甩干单

元的数量不超过三个。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单元包括有清洗容纳箱、兆声装置及清洗旋转轮；兆声装置设

置在清洗容纳箱的底部；所述清洗旋转轮设置在清洗容纳箱的中部，其包括清洗主动轮及

清洗从动轮，清洗主动轮提供旋转动力，清洗从动轮供竖直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刷洗单元包括有刷洗容纳箱、刷洗头、刷洗喷嘴及刷洗旋转轮；刷

洗头水平设置在刷洗单元的中部，刷洗喷嘴与刷洗头平行设置在刷洗单元上部的侧壁上；

所述刷洗旋转轮设置在刷洗头的下部，其包括刷洗主动轮及刷洗从动轮，刷洗主动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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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动力，刷洗从动轮供竖直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甩干单元包括有甩干容纳箱、升降台、固定块、固定爪、喷水喷嘴及

旋转轴；旋转轴上设置有升降台，旋转轴由驱动电机驱动旋转，固定爪及固定块设置在升降

台上；升降台设置在甩干容纳箱的中部，喷水喷嘴设置在甩干容纳箱的侧壁上。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手设置在清洗单元、刷洗单元的上部，其垂直方向夹持晶圆在

清洗单元及刷洗单元上方做水平横向运动；末端刷洗单元上部的机械手可沿水平旋转，使

晶圆水平放置在甩干单元上的升降台。

[0016]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的晶圆清洗设备，清洗单元、刷洗单元采用竖直方向作业，甩干单元采

用水平方向作业，有效改善了晶圆清洗效果，同时解决了水印残留的问题，提高了晶圆清洗

设备的总体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通过结合以下附图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上述和/或其他方面和优点将变得

更清楚和更容易理解，这些附图只是示意性的，并不限制本发明，其中：

[0019]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之清洗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之刷洗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之甩干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之机械手位置示意图。

[0024]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如下：

[0025] 101.清洗旋转轮；101a.清洗主动轮；101b.清洗从动轮；102.清洗容纳箱；103.兆

声装置；201.刷洗容纳箱；202.刷洗头；203.刷洗旋转轮；203a.刷洗主动轮；203b.刷洗从动

轮；204.刷洗喷嘴；301.甩干容纳箱；302.升降台；303.固定爪；304.喷水喷嘴；305.固定块；

306.旋转轴；307.驱动电机；4.机械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一种晶圆清洗设备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在此记载的实施例为本发明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构思，均

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实施方式及本发明范围的限制。除在此记载的

实施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采用显而

易见的其它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采用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的做出任何显而易见的

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案。

[0028] 本说明书的附图为示意图，辅助说明本发明的构思，示意性地表示各部分的形状

及其相互关系。请注意，为了便于清楚地表现出本发明实施例的各部件的结构，各附图之间

并未按照相同的比例绘制。相同的参考标记用于表示相同的部分。

[0029] 图1是本发明晶圆清洗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其包括清洗单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

[0030] 其中，该设备包括至少一个清洗单元、至少两个刷洗单元及至少一个甩干单元，清

洗单元、刷洗单元、甩干单元依次排列，各单元之间的距离与机械手4的行程配合设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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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数量不超过三个，刷洗单元的数量不超过六个，甩干单元的数量不超过三个。

[0031] 所述清洗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清洗旋转轮101，并且该清洗旋转轮101使晶

圆竖向设置；所述刷洗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刷洗旋转轮203，并且该刷洗旋转轮203

使晶圆竖向设置；所述甩干单元上设置有放置晶圆用的固定块305和固定爪303，固定块305

和固定爪303安装在升降台302上，固定块305和固定爪303抓紧晶圆，并且使晶圆水平设置。

[0032] 图2是清洗单元结构示意图，清洗单元包括有清洗容纳箱102、兆声装置103及清洗

旋转轮101；兆声装置103设置在清洗容纳箱102的底部；所述清洗旋转轮101设置在清洗容

纳箱102的中部，其包括清洗主动轮101a及清洗从动轮101b，清洗主动轮101a提供旋转动

力，清洗从动轮101b供竖直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0033] 图3是刷洗单元结构示意图，刷洗单元包括刷洗容纳箱201、刷洗头202、刷洗喷嘴

204及刷洗旋转轮203；刷洗头202水平设置在刷洗单元的中部，刷洗喷嘴204与刷洗头202平

行设置在刷洗单元上部的侧壁上；所述刷洗旋转轮203设置在刷洗头202的下部，其包括刷

洗主动轮203a及刷洗从动轮203b，刷洗主动轮203a提供旋转动力，刷洗从动轮203b供竖直

支撑、监测转速并反馈。

[0034] 图4是甩干单元结构示意图，甩干单元包括有甩干容纳箱301、升降台302、固定块

305、固定爪303、喷水喷嘴304及旋转轴306；旋转轴306上设置有升降台302，旋转轴306由驱

动电机307驱动旋转，固定爪303及固定块305设置在升降台302上；升降台302设置在甩干容

纳箱301的中部，喷水喷嘴304设置在甩干容纳箱301的侧壁上。

[0035] 图5是机械手位置示意图，机械手设置在清洗单元、刷洗单元的上部，其垂直方向

夹持晶圆在清洗单元及刷洗单元上方做水平横向运动；末端刷洗单元上部的机械手4可水

平旋转，使晶圆水平放置在甩干单元上的升降台302。

[0036] 下面结合本实施例详细说明晶圆清洗的操作情况。在本实施例中，清洗单元的数

量为一个，刷洗单元的数量为两个，甩干单元的数量为一个。晶圆清洗的操作步骤如下：

[0037] 首先，将晶圆沿竖直方向放入清洗旋转轮101中，清洗旋转轮101的端部连接有电

机，其为清洗旋转轮101提供旋转动力；在清洗容纳箱102内注入清洗液，位于清洗容纳箱

102的底部兆声装置103开始工作，利用超频震动使污染物与晶圆脱离，并由清洗液将污染

物带走。

[0038] 接着，机械手4将晶圆由清洗单元平行移动至刷洗单元，晶圆竖直方向进入刷洗单

元，平行设置的两个刷洗头202同时向晶圆方向旋转，晶圆受向下的挤压运动，进入刷洗旋

转轮203，刷洗旋转轮203由电机提供旋转动力，带动晶圆在刷洗容纳箱201内匀速、稳定的

旋转，同时刷洗容纳箱201上部侧壁上的刷洗喷嘴204内注入清洗液，以提高污染物的去除

效率。

[0039] 接着，机械手4将晶圆由清洗单元平行移动至下一个刷洗单元，晶圆再次沿竖直方

向进入下一个刷洗单元；平行设置的两个刷洗头202同时向晶圆方向旋转，晶圆受向下的挤

压运动，进入刷洗旋转轮203，刷洗旋转轮203由电机提供旋转动力，带动晶圆在刷洗容纳箱

201内匀速、稳定的旋转，同时刷洗容纳箱201上部侧壁上的刷洗喷嘴204内注入清洗液，以

提高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0040] 最后，机械手4将晶圆由刷洗单元平移至甩干单元，同时，机械手4将夹持的晶圆整

体水平旋转，由晶圆由竖直放置变为水平放置。晶圆水平放置在甩干单元的升降台3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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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块305和固定爪303抓紧晶圆；驱动电机307带动旋转轴306旋转，从而带动设置在旋转

轴306上的升降台302自由旋转；同时，设置在甩干容纳箱301侧壁上的喷水喷嘴304自动开

启、关闭喷水，喷除晶圆表明的杂物；升降台302继续旋转，直到晶圆表面液体全部去除，然

后升降台302的旋转功能关闭，升降台302升起，固定爪303打开，机械手4将干燥好的晶圆平

移至指定位置。

[004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晶圆清洗设备，清洗单元、刷洗单元采用竖直方向作业，甩干单

元采用水平方向作业，有效改善了晶圆清洗效果，同时解决了水印残留的问题，提高了晶圆

清洗设备的总体效果。

[004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

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

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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