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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

光刻工件台，包括基座、下掩模调平机构、上掩模

升降机构；基座为整个工件台的安装基准，由底

板与导轨安装座组成；下掩模调平机构与底板连

接，半球、球碗与弹簧机构实现上掩模在下降过

程中与下掩模的调平，气缸锁紧和球碗真空吸附

机构实现对调平机构的锁紧；上掩模升降机构由

电机带动精密滚珠丝杠实现驱动，滚动导轨作为

导向，实现上掩模在放片时的上升运动和对准曝

光时的下降运动。本发明搭配视频对准系统、照

明系统，可用于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刻，

具有生产效率高、操作方便、曝光分辨率较高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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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座(100)，下掩模调平

机构(200)和上掩模升降机构(300)，所述基座(100)是整个工件台安装的基准；所述下掩模

调平机构(200)布置在基座(100)的底板(101)上方，实现上掩模在下降过程中与下掩模的

调平；所述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布置在基座(100)的导轨安装座(102)上，实现上掩模在放

片时的上升运动和对准曝光时的下降运动；

所述基座(100)由底板(101)和导轨安装座(102)组成，所述底板(101)是工件台的基

板，所述导轨安装座(102)与底板(101)连接；

所述下掩模调平机构(200)由锁紧气缸座(201)、支撑圆柱(202)、支撑圆柱弹簧(203)、

钢球保持架(204)、钢球(205)、活塞(206)、密封圈(207)、密封垫(208)、气缸座端盖(209)、

气缸气嘴(210)、球碗转接件(211)、球碗(212)、半球(213)、球碗气嘴(214)、球碗防转钉

(215)、下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基片真空气嘴(218)、下掩模真空气嘴(219)、调平

光电开关(220)、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1)、下掩模板定位销(222)组成；所述锁紧气缸座

(201)固定于底板(101)上；所述三个支撑圆柱(202)放置在锁紧气缸座(201)内，两者之间

用支撑圆柱弹簧(203)连接，支撑圆柱(202)可在锁紧气缸座(201)内做上下运动，钢球保持

架(204)与钢球(205)作为其运动导向；所述三个活塞(206)放置在锁紧气缸座(201)侧面的

三个圆孔内，密封圈(207)套在活塞(206)外圆沟槽内，气缸座端盖(209)与锁紧气缸座

(201)之间加密封垫(208)连接，以防止漏气；所述气缸气嘴(210)安装在气缸座端盖(209)

上，用于锁紧气缸座(201)与正压气源的连接；所述球碗转接件(211)固定在三个支撑圆柱

(202)上，球碗(212)布置在球碗转接件(211)上，半球(213)放置在球碗(212)内，球碗气嘴

(214)布置在球碗(212)上，用于球碗(212)与正压气源和真空气源的连接；两个球碗防转钉

(215)呈180°布置在球碗(212)上，与半球(213)下的两个圆孔大间隙配合，防止半球(213)

底部在气浮工况下转动角度过大；所述下掩模架(216)固定在半球(213)上，下掩模真空气

嘴(219)固定在下掩模架(216)侧面，用于下掩模架(216)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此真空用于下

掩模板(217)的吸附，下掩模板(217)放置在下掩模架(216)上，下掩模架(216)上安装三个

下掩模板定位销(222)，用于下掩模板(217)外轮廓的定位；基片真空气嘴(218)安装在下掩

模架(216)上，并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此真空通过下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上的两个

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217)上表面，用于曝光基片的真空吸附；所述调平光电开关(220)

固定在锁紧气缸座(201)一侧，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1)固定在球碗转接件(211)一侧，当下

掩模调平机构(200)调平过程中，调平光电开关(220)与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1)起下限位

作用；

所述上掩模升降机构(300)由电机(301)、电机架(302)、联轴器(303)、滚珠丝杠(304)、

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5)、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306)、丝杠螺母套(307)、Z带动杆(308)、

Z带动杆套(309)、滚动导轨(310)、上掩模连接板(311)、上掩模架(312)、上掩模架锁紧手轮

(313)、上掩模架气嘴(314)、上掩模板(315)、Z向上光电开关(316)、Z向光电开关挡片

(317)、Z向下光电开关(318)组成；所述电机(301)是上掩模升降的动力源，固定在电机架

(302)上，电机架(302)固定在导轨安装座(102)上；电机(301)与滚珠丝杠(304)通过联轴器

(303)连接，滚珠丝杠(304)一端固定在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5)内，另一端固定在轴承支

撑侧支撑单元(306)内；所述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5)和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306)安装

在导轨安装座(102)上；所述丝杠螺母套(307)与滚珠丝杠(304)上的螺母同轴心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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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Z带动杆(308)螺纹部分与丝杆螺母套(307)连接，其球头部分与Z带动杆套(309)2至3

微米过盈配合；所述Z带动杆套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311)上，滚动导轨(310)安装在导轨安

装座(102)上，上掩模连接板(311)安装在滚动导轨(310)上，滚动导轨(310)作为上掩模连

接板(311)上下运动的导向；所述上掩模架(312)通过上掩模架锁紧手轮(313)固定在上掩

模连接板(311)上，上掩模架气嘴(314)安装在上掩模架(312)的侧端面，用于上掩模架

(312)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所述Z向上光电开关(316)与Z向下光电开关(318)固定在导轨安

装座(102)上，用于上掩模连接板(311)Z向运动的上下限位，Z向光电开关挡片(317)固定在

上掩模连接板(311)的侧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其特征在于：该工件

台使用时，下掩模板(217)真空吸附于下掩模架(216)上，上掩模板(315)真空吸附于上掩模

架(312)上，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带动上掩模板(315)下降直至与下掩模板(217)接触，此

时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带动上掩模板(217)继续下降的同时，下掩模调平机构(200)中的

球碗(212)内输入正压气体，半球(213)在球碗(212)内气浮从而实现下掩模板(217)与上掩

模板(315)的调平，并且支撑圆柱(202)向下运动，其下端支撑圆柱弹簧(203)开始压缩，直

至调平光电开关(220)感应到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1)，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停止下降运

动，此时球碗(212)内输入负压气体，半球(213)在球碗(212)内锁紧，同时锁紧气缸座(201)

内输入正压气体推动活塞(206)运动从而对支撑圆柱(202)进行锁紧；上掩模升降机构

(300)带动上掩模板(315)向上运动一段距离L，将上掩模板(315)取下后放置在下掩模板

(217)上，手动调整上掩模板(315)相对下掩模板(217)的位置，在视频图像对准系统的视场

内将两块掩模板的标记进行对准，对准后打开基片真空气嘴(218)内的真空，此真空通过下

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217)上表面，将上掩模板

(315)与下掩模板(217)吸附在一起；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带动上掩模架(312)向下运动距

离L与上掩模板(315)接触，关闭基片真空气嘴(218)内的真空，打开上掩模架气嘴(314)，此

时上掩模板(315)真空吸附于上掩模架(312)上，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带动上掩模板(315)

向上运动一段距离L，以上完成上掩模板(315)与下掩模板(217)标记的对准。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其特征在于：该

工件台与双曝光头、对准系统组成双面光刻机，可对基片进行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

刻；双面一次曝光时，在完成掩模板对准后，在下掩模板(217)上放置基片，上掩模升降机构

(300)带动上掩模板(315)向下运动直至与基片上表面接触，后续便可进行基片的双面同时

曝光操作；双面同时套刻时，在完成掩模板对准后，在下掩模板(217)上放置基片，手动调整

基片的位置，将基片上的标记与下掩模板(217)上的标记进行对准，对准后打开基片真空气

嘴(218)内的真空，此真空通过下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

模板(217)上表面，将基片吸附在下掩模板(217)的上表面，此时上掩模升降机构(300)带动

上掩模板(315)向下运动直至与基片上表面接触，后续便可进行基片的双面同时曝光操作，

完成双面同时套刻。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其特征在于：该

工件台与双曝光头、对准系统组成双面光刻机，可对基片进行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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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子专用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

工件台，可对正反面有相应位置要求的基片实现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刻。

背景技术

[0002] 双面光刻机是在基片正反面制作出有相应位置要求图形的设备。现有的双面光刻

工件台的设计主要是基于底部对准原理，其在工件台底部放置对准显微镜左右物镜，采集

掩模板上的标记成像于显示器，再放入基片，其图形面朝下，调整基片使其下图形的标记与

掩模标记对准，此类型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可实现真空接触，消除衍射效应，具有很高的曝光

分辨率和对准精度，但其对准时间很长且生产效率很低。

[0003] 双掩模对准原理是首先将两块掩模板进行对准，再放入基片，对基片正反面同时

进行曝光。此原理生产效率高，适合研制生产线设备。目前市场上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

刻机只可实现双面一次曝光，即在基片正反面单次制作出有相应位置要求的图形，无法进

行多次双面同时套刻，用于生产具有一定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主要服务于对生

产效率要求很高的双面光刻设备中，该发明与双曝光头、视频图像对准系统组成双面光刻

机，可对基片进行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刻，具有生产效率高、操作方便、对准精度和

曝光分辨率较高的优点。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包括：基座、

下掩模调平机构和上掩模升降机构，所述基座是整个工件台安装的基准；所述下掩模调平

机构布置在基座的底板上方，实现上掩模在下降过程中与下掩模的调平；所述上掩模升降

机构布置在基座的导轨安装座上，实现上掩模在放片时的上升运动和对准曝光时的下降运

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基座由底板和导轨安装座组成，所述底板是工件台的基板，所述导

轨安装座与底板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下掩模调平机构由锁紧气缸座、支撑圆柱、支撑圆柱弹簧、钢球保

持架、钢球、活塞、密封圈、密封垫、气缸座端盖、气缸气嘴、球碗转接件、球碗、半球、球碗气

嘴、球碗防转钉、下掩模架、下掩模板、基片真空气嘴、下掩模真空气嘴、调平光电开关、调平

光电开关挡片、下掩模板定位销组成；所述锁紧气缸座固定于底板上；所述三个支撑圆柱放

置在锁紧气缸座内，两者之间用支撑圆柱弹簧连接，支撑圆柱可在锁紧气缸座内做上下运

动，钢球保持架与钢球作为其运动导向；所述三个活塞放置在锁紧气缸座侧面的三个圆孔

内，密封圈套在活塞外圆沟槽内，气缸座端盖与锁紧气缸座之间加密封垫连接，以防止漏

气；所述气缸气嘴安装在气缸座端盖上，用于锁紧气缸座与正压气源的连接；所述球碗转接

件固定在三个支撑圆柱上，球碗布置在球碗转接件上，半球放置在球碗内，球碗气嘴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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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碗上，用于球碗与正压气源和真空气源的连接；两个球碗防转钉呈180°布置在球碗上，与

半球下的两个圆孔大间隙配合，防止半球底部在气浮工况下转动角度过大；所述下掩模架

固定在半球上，下掩模真空气嘴固定在下掩模架侧面，用于下掩模架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此

真空用于下掩模板的吸附，下掩模板放置在下掩模架上，下掩模架上安装三个下掩模板定

位销，用于下掩模板外轮廓的定位；基片真空气嘴安装在下掩模架上，并与真空气源的连

接，此真空通过下掩模架、下掩模板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上表面，用于曝光基片

的真空吸附；所述调平光电开关固定在锁紧气缸座一侧，调平光电开关挡片固定在球碗转

接件一侧，当下掩模调平机构调平过程中，调平光电开关与调平光电开关挡片起下限位作

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上掩模升降机构由电机、电机架、联轴器、滚珠丝杠、轴承固定侧支

撑单元、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丝杠螺母套、Z带动杆、Z带动杆套、滚动导轨、上掩模连接板、

上掩模架、上掩模架锁紧手轮、上掩模架气嘴、上掩模板、Z向上光电开关、Z向光电开关挡

片、Z向下光电开关组成。所述电机是上掩模升降的动力源，固定在电机架上，电机架固定在

导轨安装座上；电机与滚珠丝杠通过联轴器连接，滚珠丝杠一端固定在轴承固定侧支撑单

元内，另一端固定在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内；所述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和轴承支撑侧支撑

单元安装在导轨安装座上；所述丝杠螺母套与滚珠丝杠上的螺母同轴心固定安装；所述Z带

动杆螺纹部分与丝杆螺母套连接，其球头部分与Z带动杆套(309)2至3微米过盈配合；所述Z

带动杆套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上，滚动导轨安装在导轨安装座上，上掩模连接板安装在滚

动导轨上，滚动导轨作为上掩模连接板上下运动的导向；所述上掩模架通过上掩模架锁紧

手轮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上，上掩模架气嘴安装在上掩模架的侧端面，用于上掩模架与真

空气源的连接；所述Z向上光电开关与Z向下光电开关固定在导轨安装座上，用于上掩模连

接板Z向运动的上下限位，Z向光电开关挡片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的侧面。

[0009] 进一步的，该工件台使用时，下掩模板真空吸附于下掩模架上，上掩模板真空吸附

于上掩模架上，上掩模升降机构带动上掩模板下降直至与下掩模板接触，此时上掩模升降

机构带动上掩模板继续下降的同时，下掩模调平机构中的球碗内输入正压气体，半球在球

碗内气浮从而实现下掩模板与上掩模板的调平，并且支撑圆柱向下运动，其下端支撑圆柱

弹簧开始压缩，直至调平光电开关感应到调平光电开关挡片，上掩模升降机构停止下降运

动，此时球碗内输入负压气体，半球在球碗内锁紧，同时锁紧气缸座内输入正压气体推动活

塞运动从而对支撑圆柱进行锁紧；上掩模升降机构带动上掩模板向上运动一段距离L，将上

掩模板取下后放置在下掩模板上，手动调整上掩模板相对下掩模板的位置，在视频图像对

准系统的视场内将两块掩模板的标记进行对准，对准后打开基片真空气嘴内的真空，此真

空通过下掩模架、下掩模板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上表面，将上掩模板与下掩模

板吸附在一起；上掩模升降机构带动上掩模架向下运动距离L与上掩模板接触，关闭基片真

空气嘴内的真空，打开上掩模架气嘴，此时上掩模板真空吸附于上掩模架上，上掩模升降机

构带动上掩模板向上运动一段距离L。以上完成上掩模板与下掩模板标记的对准。

[0010] 进一步的，该工件台与双曝光头、对准系统组成双面光刻机，可对基片进行双面一

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刻。双面一次曝光时，在完成掩模板对准后，在下掩模板上放置基片，

上掩模升降机构带动上掩模板向下运动直至与基片上表面接触，后续便可进行基片的双面

同时曝光操作；双面同时套刻时，在完成掩模板对准后，在下掩模板上放置基片，手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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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片的位置，将基片上的标记与下掩模板上的标记进行对准，对准后打开基片真空气嘴内

的真空，此真空通过下掩模架、下掩模板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上表面，将基片吸

附在下掩模板的上表面，此时上掩模升降机构带动上掩模板向下运动直至与基片上表面接

触，后续便可进行基片的双面同时曝光操作，完成双面同时套刻。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

[0012] (1)、本发明是基于双掩模对准原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采用双掩模对准方式，对

准时间短；

[0013] (2)、本发明可对正反面有相应位置要求的基片实现双面一次曝光和双面同时套

刻，生产效率高；

[0014] (3)、本发明与双曝光头、对准系统组成双面光刻机，具有操作方便、对准精度和曝

光分辨率较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双掩模对准的双面光刻工件台的总体结构图，其中，100-基

座；101-底板；102-导轨安装座；200-下掩模调平机构；300-上掩模升降机构；

[0016] 图2为下掩模调平机构结构图，其中，图2(a)为下掩模调平机构的等轴侧视图，图2

(b)为下掩模调平机构的剖视图，图2(c)为下掩模调平机构的正视图。图中，201-锁紧气缸

座、202-支撑圆柱、203-支撑圆柱弹簧、204-钢球保持架、205-钢球、206-活塞、207-密封圈、

208-密封垫、209-气缸座端盖、210-气缸气嘴、211-球碗转接件、212-球碗、213-半球、214-

球碗气嘴、215-球碗防转钉、216-下掩模架、217-下掩模板、218-基片真空气嘴、219-下掩模

真空气嘴、220-调平光电开关、221-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2-下掩模板定位销。

[0017] 图3为上掩模升降机构结构图，其中，图3(a)为上掩模升降机构的等轴侧视图，图3

(b)为上掩模升降机构的正视图，图3(c)为上掩模升降机构的剖视图，图中，301-电机、302-

电机架、303-联轴器、304-滚珠丝杠、305-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6-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

307-丝杠螺母套、308-Z带动杆、309-Z带动杆套、310-滚动导轨、311-上掩模连接板、312-上

掩模架、313-上掩模架锁紧手轮、314-上掩模架气嘴、315-上掩模板、316-Z向上光电开关、

317-Z向光电开关挡片、318-Z向下光电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特点和优点更加明显易懂，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做详细说

明。

[0019] 如图所示，本发明一种双面光刻工件台，包括基座100，下掩模调平机构200和上掩

模升降机构300，所述基座100是整个工件台安装的基准，由底板101和导轨安装座102组成，

所述底板101是工件台的基板，所述导轨安装座102与底板101连接；所述下掩模调平机构

200布置在基座100的底板101上方，实现上掩模在下降过程中与下掩模的调平；所述上掩模

升降机构300布置在基座100的导轨安装座102上，实现上掩模在放片时的上升运动和对准

曝光时的下降运动。

[0020] 如图2(a)、图2(b)和图2(c)所示，下掩模调平机构200由锁紧气缸座201、支撑圆柱

202、支撑圆柱弹簧203、钢球保持架204、钢球205、活塞206、密封圈207、密封垫208、气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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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盖209、气缸气嘴210、球碗转接件211、球碗212、半球213、球碗气嘴214、球碗防转钉215、

下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基片真空气嘴218、下掩模真空气嘴219、调平光电开关220、调

平光电开关挡片221、下掩模板定位销222组成；所述锁紧气缸座201固定于底板101上；所述

三个支撑圆柱202放置在锁紧气缸座201内，两者之间用支撑圆柱弹簧203连接，支撑圆柱

202可在锁紧气缸座201内做上下运动，钢球保持架204与钢球205作为其运动导向；所述三

个活塞206放置在锁紧气缸座201侧面的三个圆孔内，密封圈207套在活塞206外圆沟槽内，

气缸座端盖209与锁紧气缸座201之间加密封垫208连接，以防止漏气；所述气缸气嘴210安

装在气缸座端盖209上，用于锁紧气缸座201与正压气源的连接；所述球碗转接件211固定在

三个支撑圆柱202上，球碗212布置在球碗转接件211上，半球213放置在球碗212内，球碗气

嘴214布置在球碗212上，用于球碗212与正压气源和真空气源的连接；两个球碗防转钉215

呈180°布置在球碗212上，与半球213下的两个圆孔大间隙配合，防止半球213底部在气浮工

况下转动角度过大；所述下掩模架216固定在半球213上，下掩模真空气嘴219固定在下掩模

架216侧面，用于下掩模架216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此真空用于下掩模板217的吸附，下掩模

板217放置在下掩模架216上，下掩模架216上安装三个下掩模板定位销222，用于下掩模板

217外轮廓的定位；基片真空气嘴218安装在下掩模架216上，并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此真空

通过下掩模架216、下掩模板217上的两个小孔可以达到下掩模板217上表面，用于曝光基片

的真空吸附；所述调平光电开关220固定在锁紧气缸座201一侧，调平光电开关挡片221固定

在球碗转接件211一侧，当下掩模调平机构200调平过程中，调平光电开关220与调平光电开

关挡片221起下限位作用。

[0021] 如图3(a)、图3(b)和图3(c)所示，上掩模升降机构300由电机301、电机架302、联轴

器303、滚珠丝杠304、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5、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306、丝杠螺母套307、Z

带动杆308、Z带动杆套309、滚动导轨310、上掩模连接板311、上掩模架312、上掩模架锁紧手

轮313、上掩模架气嘴314、上掩模板315、Z向上光电开关316、Z向光电开关挡片317、Z向下光

电开关318组成。所述电机301是上掩模升降的动力源，固定在电机架302上，电机架302固定

在导轨安装座102上；电机301与滚珠丝杠304通过联轴器303连接，滚珠丝杠304一端固定在

轴承固定侧支撑单元305内，另一端固定在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306内；所述轴承固定侧支

撑单元305和轴承支撑侧支撑单元306安装在导轨安装座102上；所述丝杠螺母套307与滚珠

丝杠304上的螺母同轴心固定安装；所述Z带动杆308螺纹部分与丝杆螺母套307连接，其球

头部分与Z带动杆套309两至三微米过盈配合；所述Z带动杆套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311上，

滚动导轨310安装在导轨安装座102上，上掩模连接板311安装在滚动导轨310上，滚动导轨

310作为上掩模连接板311上下运动的导向；所述上掩模架312通过上掩模架锁紧手轮313固

定在上掩模连接板311上，上掩模架气嘴314安装在上掩模架312的侧端面，用于上掩模架

312与真空气源的连接；所述Z向上光电开关316与Z向下光电开关318固定在导轨安装座102

上，用于上掩模连接板311Z向运动的上下限位，Z向光电开关挡片317固定在上掩模连接板

311的侧面。

[0022] 本发明未详细阐述部分属于本领域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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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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