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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MEMS麦克风、其制造方法以及

电子设备。MEMS麦克风包括：MEMS麦克风装置，其

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与MEMS麦克风芯片单片

集成的网孔薄膜(402)；和包括声学端口(413)的

壳体(411,412)，其中，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

体(411,412)中，且网孔薄膜(402)作为用于MEMS

麦克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

片和声学端口(413)之间。根据一实施例，能够以

相对高的可靠性给MEMS麦克风提供相对薄的网

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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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EMS麦克风，包括：

MEMS麦克风装置，其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与MEMS麦克风芯片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

和

包括声学端口的壳体，

其中，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且网孔薄膜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片和声学端口

之间，作为用于MEMS麦克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MEMS麦克风芯片包括第一基底、至少一个

背板以及至少一个振膜，且网孔薄膜形成在第二基底上；并且

其中，网孔薄膜和第二基底键合到第一基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网孔薄膜和第二基底通过晶圆键合、熔融

键合以及中间层键合中的至少一种键合到第一基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壳体包括封装基底和封盖，封装基底和封

盖形成壳体腔，且声学端口在封装基底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网孔薄膜具有尺寸1-10um的穿孔，且网孔

薄膜具有范围0.1-10um的厚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网孔薄膜中的孔阵列以60度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其中，网孔薄膜的材料是氮化硅、多晶硅、金属、

合金和聚合物中的至少其一。

8.一种用于制造MEMS麦克风的方法，包括：

制备MEMS麦克风晶圆，其中，不释放MEMS麦克风晶圆的振膜和背板之间的牺牲层；

制备网孔晶圆，其中，网孔薄膜形成在网孔晶圆上；

将MEMS麦克风晶圆与网孔晶圆键合；

将用于网孔薄膜的背孔形成在网孔晶圆中；

蚀刻MEMS麦克风晶圆中的牺牲层，以释放振膜和背板；

分割MEMS麦克风晶圆和网孔晶圆，以形成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

的MEMS麦克风装置；和

将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其中，壳体具有声学端口，且网孔薄膜作为用于MEMS

麦克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片和声学端口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制备网孔晶圆还包括：

将键合层布置在网孔薄膜上，且

其中，MEMS麦克风晶圆经由键合层与网孔晶圆键合，且将用于网孔薄膜的背孔形成在

网孔晶圆中还包括：

蚀刻键合层以释放网孔薄膜。

10.一种电子设备，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麦克风或通过利用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方法制造的MEMS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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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麦克风、其制造方法以及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MEMS麦克风的技术领域，且更特别地涉及MEMS麦克风、制造MEMS麦克

风的方法以及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微机电系统或MEMS的技术以其最广泛的形式能够定义为利用微加工技术制造的

微型化机械和机电元件(即，装置和结构)。概括而言，MEMS元件由MEMS技术制造而后封装到

MEMS装置中。MEMS装置还能够组装到诸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传感器等的电子设备中。

MEMS装置的示例可以包括MEMS麦克风。

[0003] 概括而言，MEMS麦克风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ASIC芯片以及壳体。MEMS麦克风芯片

用于感应声压且将声压转变成成电信号。ASIC芯片用于处理电信号。MEMS麦克风芯片和

ASIC芯片被包封在壳体中。概括而言，壳体具有声学端口，以让声压进入MEMS麦克风芯片且

与MEMS麦克风芯片的振膜相互作用。

[0004] 壳体能够包括封装基底和封盖。声学端口可以布置在基底和封盖两者之一中。

[0005] 因为声学端口是开放的且与外侧环境连通，MEMS麦克风遭受诸如颗粒的外部干

扰。

[0006] 概括而言，过滤器可以被添加到封装基底或用于MEMS麦克风的PCB以过滤颗粒。由

于制造处理能力的限制不能提供精细过滤器。而且，麦克风的封装尺寸可能增加。

[0007] 在现有技术的解决方案中，在MEMS裸晶级别处添加网孔结构的背孔。利用受控的

深反应离子蚀刻处理从硅基底的底侧形成网孔结构的背孔。这个解决方案可能使MEMS麦克

风的性能退化、或使制造过程复杂化，这可能导致成品率、成本以及可靠性问题。

[0008] 美国专利No.9,438,972B2公开了基于硅的MEMS麦克风、具有所述MEMS麦克风的系

统和封装，其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0009] 中国专利公开No.203225885U公开了MEMS麦克风，其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0010] 美国专利No.8,447,057B2公开了封装和用于封装MEMS麦克风装置的方法，其通过

引用结合于此。

[0011] 因此，在本领域中需要的是提出用于MEMS麦克风的新的解决方案，以处理在现有

技术中的问题中的至少其一。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用于MEMS麦克风的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0013]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MEMS麦克风，包括：MEMS麦克风装置，其包括MEMS麦

克风芯片和与MEMS麦克风芯片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和包括声学端口的壳体，其中，MEMS麦

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且网孔薄膜作为用于MEMS麦克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设置在MEMS麦

克风芯片和声学端口之间。

[0014] 替换地或可选地，MEMS麦克风芯片包括第一基底、至少一个背板以及至少一个振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890748 A

3



膜，且网孔薄膜形成在第二基底上；且其中，网孔薄膜和第二基底键合到第一基底。

[0015] 替换地或可选地，网孔薄膜和第二基底通过晶圆键合、熔融键合以及中间层键合

中的至少一种键合到第一基底。

[0016] 替换地或可选地，壳体包括封装基底和封盖，两者形成壳体腔，且声学端口在封装

基底中。

[0017] 替换地或可选地，网孔薄膜具有尺寸1-10um的穿孔，且网孔薄膜具有范围0.1-

10um的厚度。

[0018] 替换地或可选地，网孔薄膜中的孔阵列以60度布置。

[0019] 替换地或可选地，网孔薄膜的材料是氮化硅、多晶硅、金属、合金和聚合物中的至

少其一。

[0020]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制造MEMS麦克风的方法，包括：制备MEMS麦克风晶

圆，其中，不释放MEMS麦克风晶圆的振膜和背板之间的牺牲层；制备网孔晶圆，其中，网孔薄

膜形成在网孔晶圆上；将MEMS麦克风晶圆与网孔晶圆键合；将用于网孔薄膜的背孔形成在

网孔晶圆中；蚀刻MEMS麦克风晶圆中的牺牲层，以释放振膜和背板；分割MEMS麦克风晶圆和

网孔晶圆，以形成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的MEMS麦克风装置；且将

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其中，壳体具有声学端口，且网孔薄膜作为用于MEMS麦克风

芯片的颗粒过滤器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片和声学端口之间。

[0021] 替换地或可选地，制备网孔晶圆还包括：将键合层布置在网孔薄膜上，且其中，

MEMS麦克风晶圆经由键合层与网孔晶圆键合，且将用于网孔薄膜的背孔形成在网孔晶圆中

还包括：蚀刻键合层以释放网孔薄膜。

[0022]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电子设备，其包括根据任何实施例的MEMS麦克风或

通过利用根据任何实施例的方法制造的MEMS麦克风。

[0023] 根据一实施例，能够以相对高的可靠性给MEMS麦克风提供相对薄的网孔过滤器。

[0024] 通过以下参考附图对根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他特征

及其优点将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25] 被结合在说明书中并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且连

同其说明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

[0026] 图1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MEMS麦克风的示意图。

[0027] 图2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具有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MEMS麦克风装置的示

意性仰视图。

[0028] 图3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示意性剖视图。

[0029] 图4-8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用于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孔阵列的示意性构

型。

[0030] 图9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MEMS麦克风装置的示意性剖视图。

[0031] 图10示出根据另一实施例的MEMS麦克风装置的示意性剖视图。

[0032] 图11-16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制造MEMS麦克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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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现在将参照附图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应注意到：除非另外具

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

发明的范围。

[0034] 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发明

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

[0035] 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

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说明书的一部分。

[0036] 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例子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不

是作为限制。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他例子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0037]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

[0038] 将参考附图描述示例和实施例。

[0039] 图1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MEMS麦克风的示意图。

[0040] 如图1所示，MEMS麦克风包括MEMS麦克风装置和壳体。

[0041] MEMS麦克风装置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网孔薄膜402。网孔薄膜402与MEMS麦克风

芯片单片集成。例如，MEMS麦克风芯片可以包括第一基底403、至少一个背板405和至少一个

振膜404。网孔薄膜402形成在第二基底401上。网孔薄膜402和第二基底401键合到第一基底

403，以形成单片集成件。

[0042] 例如，网孔薄膜402经由介电层406键合到第二基底401且经由中间键合层407键合

到第一基底402，中间键合层诸如是粘合剂、金属、合金、焊料或玻璃原料。替换地，网孔薄膜

402、第二基底401和第一基底403之间的直接键合也是可行的。

[0043] 壳体包括声学端口413。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壳体可以包括封装基底

411和封盖412。封装基底411和封盖412形成壳体腔。概括而言，声学端口设置在封装基底

中。

[0044] 如图1所示，网孔薄膜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片和声学端口之间，作为用于MEMS麦克

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

[0045] MEMS麦克风还可以包括ASIC  409。MEMS麦克风装置经由线路410与ASIC  409连接。

[0046] 图2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具有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102的MEMS麦克风装置

101的示意性仰视图。MEMS麦克风装置101可以是图1中描述的MEMS麦克风装置。如图1所示，

MEMS麦克风装置101可以包括网孔薄膜过滤器102。网孔薄膜过滤器102可以包括图1的网孔

薄膜402。虽然未示出，但是MEMS麦克风装置101还可以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网孔薄膜102

与MEMS麦克风芯片单片集成。

[0047] 图3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示意性剖视图。如图3所

示，网孔薄膜过滤器可以包括基底401和网孔薄膜402。

[0048] 图3也示出网孔薄膜402的尺寸。D是网孔薄膜402中的孔的穿孔尺寸(直径)。穿孔

尺寸D是1-10μm、且优选3-5μm，以防止杀伤性颗粒进入MEMS麦克风装置的气隙。S是两个邻

近孔之间的空间。T是网孔薄膜402的厚度。厚度T的范围是0.1-10μm且优选0.3-1μm，以便提

供过滤和性能之间的平衡。H是包括网孔薄膜和基底401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高度。L是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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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的直径。

[0049] 网孔薄膜的材料402可以从氮化硅、多晶硅、金属、合金和聚合物中的至少其一选

定。在本说明书的教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能够选定用于氮化硅(SixNy)的合适的x和y。

[0050] 在一示例中，网孔薄膜402中的孔阵列以60度布置，以便提供最大穿孔率。图4-8示

出根据一实施例的用于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过滤器的孔阵列的示意性构型。

[0051] 图4示出圆孔的阵列。图5示出正方形孔的阵列。图6示出六边形孔的阵列。图7示出

槽缝孔的阵列。图8示出十字孔的阵列。

[0052] 网孔薄膜402和第二基底401能够通过晶圆键合、熔融键合以及中间层键合中的至

少一种键合到第一基底403。

[0053] 图9示出通过直接晶圆键合或熔融键合而键合到第一基底403的网孔薄膜402和第

二基底401。

[0054] 图10示出通过中间层键合而键合到第一基底403的网孔薄膜402和第二基底401。

如图10所示，网孔薄膜402经由介电层406键合到第二基底401。网孔薄膜402和第二基底401

经由键合层407与第一基底403键合。例如，中间键合层可以是粘合剂、金属、合金、焊料或玻

璃原料层、或能够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构想到的其他层。

[0055] 图11-16示出根据一实施例的制造MEMS麦克风的过程。

[0056] 如图11所示，制备MEMS麦克风晶圆403，其中，不释放MEMS麦克风晶圆的振膜404和

背板405之间的牺牲层408。在这方面，振膜和背板能够由牺牲层支撑和保护。这可以提高最

终产品的成品率。牺牲层可以是SiO。

[0057] 如图12所示，制备网孔晶圆401。网孔薄膜402形成在网孔晶圆上。

[0058] 例如，SiO2的介电层406可以首先沉积在网孔晶圆401上。然后，网孔层402形成在

介电层406上。网孔层402的材料可以是多晶硅、氮化硅、金属、合金、或聚合物。接下啦，网孔

层402被图案化以在其中形成孔。

[0059] 例如，键合层407布置在网孔薄膜402上。键合层407能够被沉积或涂覆。键合层407

可以是SiO2、或诸如BCB/PI/PBO/光刻胶的聚合物。在此，中间键合层用于将过滤器与MEMS

麦克风芯片键合。如上所述，直接晶圆键合也是可行的。例如，如果键合层407是SiO2，则键

合层能够直接与Si的MEMS麦克风晶圆403键合。

[0060] 如图13所示，MEMS麦克风晶圆403与网孔晶圆401(包括网孔薄膜402)键合。例如，

MEMS麦克风晶圆403经由键合层407与网孔晶圆401键合。

[0061] 如图14、15所示，用于网孔薄膜402的背孔形成在网孔晶圆401中。如图14所示，网

孔晶圆401可以首先变薄。如图15所示，背孔形成在用于网孔薄膜402的网孔晶圆401中。

[0062] 可选的，划片通路(scribe  streets)也可以形成在网孔晶圆401中。

[0063] 如图16所示，蚀刻MEMS麦克风晶圆403中的牺牲层408以释放振膜404和背板405。

[0064] 在此，也可以蚀刻键合层406、407以释放网孔薄膜402。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省略键

合层406、407，且因此也可以省略这个蚀刻步骤。

[0065] 接下来，MEMS麦克风晶圆403和网孔晶圆401被分割以形成MEMS麦克风装置。MEMS

麦克风装置包括MEMS麦克风芯片和单片集成的网孔薄膜。例如，MEMS麦克风装置可以是图1

中示出的MEMS麦克风装置，MEMS麦克风晶圆403形成第一基底且网孔晶圆401形成第二基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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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最后，MEMS麦克风装置安装在壳体中，以完成MEMS麦克风。MEMS麦克风可以是图1

中示出的MEMS麦克风。壳体具有声学端口413，且网孔薄膜402设置在MEMS麦克风芯片和声

学端口413之间，作为用于MEMS麦克风芯片的颗粒过滤器。

[0067] 概括而言，随着过滤器的厚度增加，SNR将下降。过滤器的厚膜将引起显著的SNR恶

化。在现有技术中，网孔薄膜直接在Si基底中制造或在封装或PCB处理期间制造。很难以合

理的成品率、成本和/或可靠性提供薄的网孔薄膜。

[0068] 在一实施例中，网孔薄膜通过晶圆微加工制造，且网孔薄膜与MEMS麦克风芯片单

片集成。所以，这可以减轻至少一方面的问题。

[0069] 此外，由于在晶圆级别制造颗粒过滤器，因此MEMS麦克风的整体尺寸可以减小。

[0070] 在另一实施例中，提供电子设备，其包括如上所述的MEMS麦克风或通过利用如上

所述的方法制造的MEMS麦克风。电子设备可以是手机、平板、电脑等。

[0071] 虽然已经通过示例详细阐述本发明的一些特定实施例，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

解到上述示例仅旨在是示意性的而非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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