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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受控接合薄板與載具的表面改質層的處理

TREATMENT OF A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FOR CONTROLLED BONDING OF THIN 
SHEETS WITH CARRIERS
(57)摘要

一種將薄片可控制地接合至載具之方法，其中該薄片具有薄片接合表面，且該載具具有載具接 

合表面。將表面改質層沉積於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至少一者上，以便在該薄片接合 

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該一者上獲得第一表面能量。隨後 > 處理該表面改質層以便使該第一表面能 

量變化至第二表面能量，其中該第二表面能量大於該第一表面能量。而且，經由該表面改質層將該 

薄片接合表面接合至該載具接合表面。沉積該表面改質層，且處理該表面改質層可藉由電漿聚合製 

程來進行。

A method of controllably bonding a thin sheet to a carrier, wherein the thin sheet has a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has a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Depositing a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onto at least 
one of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so as to obtain a first surface energy 
on the one of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Then, treating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so as to change the first surface energy to a second surface energy, wherein the second 
surface energy is greater than the first. And bonding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to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via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Depositing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and treating it, may 
be done by plasma polymeriz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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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用於受控接合薄板與載具的表面改質層的處理

TREATMENT OF A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FOR CONTROLLED BONDING OF THIN SHEETS WITH 

CARRIERS

【0001] 本申請案主張2014年1月27 B申請之美國臨時申 

• 請案序列號第61/931912號之優先權權益，該申請案之內容爲 

本文之基礎且以全文引用方式倂入本文中。

【0002】 【技術領域】

【0003】本發明係關於用於在載具上處理可撓性片材的物件 

及方法，且更特定而言，係關於用於在玻璃載具上處理可撓 

性玻璃片的物件及方法。

【0004】 【先前技術】

. 【0005】可撓性基板提供在使用輾對輾處理之較廉價裝置方

面之前景，以及製成較薄、較輕、更可撓及耐用顯示器之可 

能性。然而，高品質顯示器之輾對輾處理所需的技術、裝備 

及製程尙未得到充分開發。因爲面板製造者已重資投入在處 

理大型玻璃片的成套工具（toolset）中，所以將可撓性基板積層 

至載具並藉由片材至片材處理製成顯示裝置提供的是：發展 

對較薄、較輕及更可撓顯示器之價値命題的較爲短期的解決 

方案。已在例如聚蔡二甲酸乙二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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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之聚合物片材上示範論證顯示器，其中裝置製作係利用 

積層至玻璃載具之PEN的片材至片材製作。PEN之溫度上限 

限制裝置品質及可使用的製程。另外，聚合物基板之高滲透 

性導致OLED裝置之環境劣化，在此種情況下，需要近氣密 

包裝。薄膜封裝提供在克服此種限制方面之前景，但尙未證 

明其在大體積下提供可接受的產率。

[0006】 以類似方式，顯示裝置可使用積層至一或多個薄玻 

璃基板之玻璃載具來製造。預期薄玻璃之低滲透性及改良耐 

• 溫度性與耐化學性將允許實現較高效能、較長壽命的可撓性 

顯示器。

【0007】 然而，熱、真空、溶劑及酸性以及超音波平板顯示 

器（Flat Panel Display ； FPD）製程需要供薄玻璃結合至載具之 

穩健接合。FPD製程典型地涉及真空沉積（濺鍍金屬、透明導 

電氧化物及氧化物半導體 ' 非晶矽、氮化矽及二氧化矽之化 

學氣相沉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 CVD）沉積，以及金 

屬及絕緣體之乾式蝕刻），熱製程（包括約300-400°C CVD沉 

積、至多600°C p-Si結晶、350-450°C氧化物半導體退火、至 

多650°C摻雜劑退火，以及約200-350°C接觸退火），酸性蝕刻 

（金屬蝕刻、氧化物半導體蝕刻）、溶劑暴露（剝除光阻劑、聚 

合物封裝之沉積），以及超音波暴露（在光阻劑之溶劑剝除及水 

性清潔中，典型地在鹼性溶液中）。

【0008】黏著晶圓接合已廣泛用於微機械系統 

（Micromechanical Systems ； MEMS）及用於後端步驟之半導體 

處理中'在該等後端步驟中，製程較不苛刻。Brew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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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nkel之商業黏著劑典型地爲厚聚合物黏著層，爲5-200 

微米厚。此等層之大厚度造成大量揮發成分、所捕獲溶劑及 

所吸附物質污染FPD製程之可能性。此等材料在約250°C以 

上熱分解且除氣。該等材料亦可由於充當用於氣體、溶劑及 

酸之槽渠(sink)而引起下游步驟之污染，該等氣體、溶劑及酸 

可在後續製程中除氣。

【0009】 2012年2月8日申請的名稱爲Processing Flexible

Glass with a Carrier之美國臨時申請案序列號第61/596,727 

• 號(下文爲US '727)揭示涉及以下之槪念：初始地藉由凡得瓦

力將例如可撓性玻璃片之薄片接合至載具，隨後增加某些區 

域中之接合強度，同時保持在處理薄片/載具以於其上成形裝 

置(例如，電子或顯示裝置、電子或顯示裝置之組件、有機發 

光裝置(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 OLED)材料、光電 

(photo-voltaic ； PV)結構或薄膜電晶體)之後移除薄片之諸多 

部分的能力。將薄玻璃之至少一部分接合至載具，以使得阻 

. 止裝置製程流體進入薄片與載具之間，藉以污染下游製程之

機會得以減少，亦即，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密封部分爲氣 

密的，且在一些較佳實施例中，此密封包圍物件之外部，進 

而阻止液體或氣體侵入密封物件之任何區域中或之外。

【0010】 US，727繼續揭示的是：在低溫多晶矽(low

temperature polysilicon : LTPS)(相較於固相結晶處理之低 

溫，其可至多約750°C)裝置製作製程中，可使用接近600°C或 

更大之溫度、真空及濕式蝕刻環境。此等條件限制可使用的 

材料，且對載具/薄片提出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一種載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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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利用製造商之現存資本基礎架構，允許實現在較高處 

理溫度下對薄玻璃(亦即具有S0.3 mm厚之厚度的玻璃)的處 

理，而無污染或薄玻璃與載具之間的接合強度損失，且其中 

薄玻璃易於在製程結束時與載具脫接合(de-bond)。

【0011】 USl727中揭示之方法的一個商業優點在於：如在 

US，727中所指出，製造商將能夠利用其於處理裝備中之現存 

資本投資'同時獲得薄玻璃片用於例如PV、OLED、LCD及 

圖案化薄膜電晶體(Thin Film Transistor : TFT)電子設備之優 

• 點。另外，彼方法允許實現製程靈活性，包括：針對薄玻璃 

片及載具之清潔及表面製備以促進接合之製程靈活性；針對 

強化薄片與載具之間於接合區域處之接合的製程靈活性；針 

對維持薄片於非接合(或強度降低接合/低強度接合)區域處自 

載具之可釋放性的製程靈活性；以及針對切割薄片以促進自 

載具之提取的製程靈活性。

【0012】在玻璃至玻璃接合製程中，將玻璃表面清潔以移除 

. 所有金屬、有機物及微粒殘餘物，且留下幾乎矽醇封端的表 

面。首先使玻璃表面進行緊密接觸，其中凡得瓦力及/或氫鍵 

結力將該等表面拉到一起。利用熱及視需要壓力，表面矽醇 

基縮合形成跨於界面之強共價Si-0-Si鍵，從而將玻璃塊永久 

地熔合。金屬、有機物及微粒殘餘物將藉由遮蔽表面而阻止 

接合，從而阻止接合所需的緊密接觸。亦需要高的矽醇表面 

濃度來形成強鍵，因爲每單位面積之鍵的數量將藉由相反表 

面上兩種矽醇物質反應縮合成水之機率來決定。Zhuravlel已 

報導對充分水化二氧化矽而言'每nn?之輕基的平均數爲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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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9 彳固 ° Zhuravlel, L. T., The Surface Chemistry of Amorphous

Silika, Zhuravlev Model, 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ochemical Engineering Aspects 173 （2000） 1-3 8 ° 在

US，727中，非接合區域係形成於接合周邊內，且描述用於形

成此非接合區域之主要方式爲增加表面粗糙度。大於2 nmRa

之平均表面粗糙度可阻止在接合製程之高溫期間形成玻璃至

玻璃接合。在由相同發明人於2012年12月13日申請的且名

稱爲 Facilitated Processing for Controlling Bonding Between

• Sheet and Carrier之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序列號第61/736,880

號（下文爲US，880）中，受控接合區域係藉由控制載具與薄玻

璃片之間的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來形成，但亦仍使用共

價鍵結區域。因此，儘管在US，727及US，880中用於處理薄

片與載具之物件及方法能夠耐受FPD處理之苛刻環境，但對

一些應用而言不合需要地，由於薄玻璃與玻璃載具於接合區

域中之強共價鍵而阻止載具之重複使用，該接合區域係藉由

例如Si-0-Si之共價鍵結 > 以約1000-2000 mJ/m2之黏著力（大
• 約爲玻璃之斷裂強度）來接合。撬動或剝離無法用以自載具分

離薄玻璃之共價鍵結部分，且因此，整個薄片無法自載具移

除。替代而言，將其上具有裝置之非接合區域劃線且進行提

取，從而在載具上留下薄玻璃片之接合周邊。

【發明內容】

【0013】 鑒於以上，需要一種薄片-載具物件，其可耐受包括

高溫處理的FPD處理之苛刻條件（不存在與其中使用該薄片-

載具物件之半導體或顯示器製作製程不相容的除氣），但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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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之整體區域自載具移除（一次性移除，或分部分移除），以 

便允許載具重複使用於處理另一薄片。本說明書描述用以控 

制載具與薄片之間的黏著以產生暫時接合之方式，該暫時接 

合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LTPS處理）中保全，但足夠弱以 

甚至在高溫處理之後允許片材與載具之脫接合。此種受控接 

合可利用來產生具有可重複使用載具之物件，或替代地產生 

具有在載具與片材之間的受控接合與共價鍵結之圖案化區域 

的物件。更確切言之，本揭示內容提供可提供於薄片上、載 

• 具上或兩者上之表面改質層（包括各種材料及相關聯表面熱處

理），以便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室溫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 

結及高溫共價鍵結兩者。甚至更確切言之，室溫接合可受控 

以便足以在真空處理、濕式處理及/或超音波清潔處理期間將 

薄片及載具固持在一起。而且同時，高溫共價鍵結可受控以 

便在高溫處理期間阻止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永久接合，以及維 

持足夠接合以阻止在高溫處理期間之脫層。在替代實施例 

中 > 表面改質層可用於產生各種受控接合區域（其中載具及片 

材仍經由各種製程而保持充分接合，該等製程包括真空處 

理、濕式處理及/或超音波清潔處理）連同共價鍵結區域，以提 

供其他處理選擇，例如，甚至在將物件切塊成用於額外裝置 

處理的小塊之後，仍維持載具與片材之間的氣密性。另外， 

一些表面改質層提供對載具與片材之間的接合之控制，而同 

時減少在FPD （例如，LTPS）處理環境中之苛刻條件期間的除 

氣排放，該等苛刻條件例如包括高溫及/或真空處理。另外， 

在替代實施例中，一些表面改質層可用於具有玻璃接合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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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載具上，以便可控制地接合具有聚合物接合表面之薄片。

聚合物接合表面可爲聚合物薄片之部分，該部分上形成有電 

子或其他結構，或替代地-聚合物接合表面可爲包含玻璃層 

之複合物片材之部分，該部分上形成有電子或其他結構。

【0014】其他特徵及優點將在以下的詳述中闡述，且在部分 

程度上，熟習此項技術者將根據該描述而容易明白該等特徵 

及優點，或藉由實踐本書面描述及隨附圖式中例證的各種態 

樣來認識該等特徵及優點。應理解，前述的一般描述及以下 

• 詳述僅僅爲各種態樣之示範，且意欲提供用於理解本發明所 

主張之性質及特徵的槪述及框架。

【0015】包括隨附圖式來提供對本發明之原理的進一步理 

解，且將隨附圖式倂入本說明書中並構成本說明書之一部 

分。圖式例示一或多個實施例，且連同說明書一起用以藉由 

實例來解釋本發明之原理及操作。應理解，在本說明書中及 

在圖式中揭示之各種特徵可以任何及所有組合來使用。藉由 

. 非限制性實例，各種特徵可彼此組合，如隨附申請專利範圍 

中所闡述。

［圖式簡單說明］

【0016】 第1圖爲物件之示意側視圖，該物件具有接合至薄 

片之載具，該載具與該薄片之間具有表面改質層。

【0017】 第2圖爲第1圖中之物件之展開及部分剖視圖。

【0018】 第3圖爲二氧化矽上之表面羟基濃度隨溫度變化之 

圖表。

【0019】 第4圖爲SC1-清潔玻璃片之表面能量隨退火溫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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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圖表。

[0020] 第5圖爲沉積於玻璃片上之薄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

量隨該膜自其製成之成分材料之一的百分比變化之圖表。

[0021]

視圖。

第6圖爲藉由接合區域接合至載具之薄片之示意俯

【0022】 第7圖爲玻璃片堆疊之示意側視圖。

[0023】 第8圖爲第7圖中之堆疊之一個實施例的展開圖。

[0024] 第9圖爲測試裝置之示意圖。

【0025】 第10圖爲針對各種材料在不同條件下的表面能量

（第9圖之測試裝置之不同部分的表面能量）相對時間之一系 

列圖表。

【0026】

之圖表。

第11圖爲針對各種材料的％氣泡面積變化相對溫度

[0027】 第12圖爲針對各種材料的％氣泡面積變化相對溫度

之另一圖表。

[0028】 第13圖爲沉積於玻璃片上之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

量隨沉積期間所使用氣體之一的百分比變化之圖表。

【0029】 第13A圖爲沉積於玻璃片上之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

量隨沉積期間所使用氣體之一的百分比變化之圖表。

【0030】 第14圖爲針對表面改質層的表面能量相對沉積時

間之圖表。

[0031] 第15圖爲針對表面改質層的在雙對數尺度上的厚

度相對沉積時間之圖表。

【0032】 第16圖爲針對不同表面改質層的表面能量相對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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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溫度之圖表。

【0033】 第17圖爲表面改質層表面覆蓋率之圖表。

【0034】 第18圖爲在接合至玻璃載具之200微米PEN膜上

製作的有機電晶體之效能之匯總。

【實施方式】

【0035】 在以下詳細描述中，出於解釋之目的且無限制地，

闡述揭示特定細節之示例性實施例，以便提供對本發明之各 

種原理的徹底理解。然而，已受益於本揭示內容之一般技藝 

• 人士應明白的是，本發明可在脫離本文揭示的特定細節之其 

他實施例中實踐。此外，可省略對熟知裝置、方法及材料之 

描述，以便不模糊對本發明之各種原理之描述。最後，在任 

何可適用的情況下，相同元件符號指代相同元件。

【0036】 本文中可將範圍表述爲自「約」一個特定値，及/或 

至「約」另一特定値。當表述此範圍時，另一實施例包括自 

一個特定値及/或至另一特定値。類似地，當藉由使用先行詞 

. 「約」將値表述爲近似値時，應理解，特定値形成另一實施

例。應進一步理解，範圍中每一者之端點相對於另一端點而 

言及獨立於另一端點而言均有意義。

【0037】 如本文所使用的方向性用詞一一例如，上、下、左、 

右、前、後、頂部、底部一一僅係參考所繪製之圖式而言，且 

不意欲暗示絕對定向。

【0038】 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確指定，否則如本文所使用，單 

數形式「一」及「該」包括複數提及物。因此，例如，除非 

上下文另外明確指示，否則提及「組分」包括具有兩種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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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上此等「組分」之態樣。

[0039] 在US，727及US，880兩者中，提供允許在載具上處 

理薄玻璃片之解決方案，藉以薄玻璃片之至少部分保持爲「非 

接合的」，以便在薄玻璃片上處理之裝置可自載具移除。然 

而，薄玻璃之周邊經由共價Si-0-Si鍵之形成而永久地（或共 

價地，或氣密地）接合至載具玻璃。此共價鍵結周邊阻止載具 

之重複使用，因爲此永久接合區中之薄玻璃無法在不破壞薄 

玻璃及載具的情況下移除。

• 【0040】 爲維持有利的表面形狀特性，載具典型地爲顯示器

級玻璃基板。因此，在一些情形下，僅在一次使用之後就處 

置載具是浪費及代價大的。因此，爲降低顯示器製造之成本， 

合乎需要的是能夠重複使用載具來處理大於一個薄片基板 。 

本揭示內容闡述物件及方法，用於允許薄片經由FPD處理線 

中包括高溫處理之苛刻環境處理一一其中高溫處理係於2400 

°C之溫度下處理，且可取決於所製成之裝置之類型而改變，

. 例如，在非晶矽或非晶錮錄鋅氧化物（indium gallium zinc 

oxide； IGZO）背板處理中爲至多約450°C之溫度，在結晶IGZO 

處理中爲至多約500-550°C，或如在LTPS製程中典型的，爲 

至多約600-650°C一一且仍允許薄片易於自載具移除，而無對 

薄片或載具之破壞（例如，其中載具及薄片之一破裂或開裂成 

兩個或兩個以上碎塊），藉以載具可得以重複使用。

【0041】 如第1圖及第2圖所示，物件2具有厚度8，且包 

括具有厚度18之載具10、具有厚度28之薄片20 （亦即，具 

有S300微米之厚度的薄片，該厚度包括但不限於例如以下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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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50 微米、50-100 微米、100-150 微米、150-300 微米、

3 00、250 ' 200、190、180、170、160、150、140、130、120、

110、100、90、80、70、60、50、40、30、20 或 10 微米），

以及具有厚度38之表面改質層30。物件2經設計以允許在設 

計用於較厚片材（亦即，大約3.4mm，例如，.4 mm、.5 mm ' .6 

mm ' .7 mm、.8 mm、.9 mm或1.0 mm之彼等片材）之裝備中 

處理薄片20，儘管薄片20自身0300微米。亦即，爲厚度18、 

28及38之總和的厚度8係設計成等於較厚片材之彼厚度＞ 一 

• 件裝備一一例如，設計來將電子裝置組件安置於基板片材上之

裝備一一係設計來處理該較厚片材。例如，若處理裝備係設計

用於700微米片材，且薄片具有300微米之厚度28，則在假

定厚度38可忽略的情況下，厚度18將選擇爲400微米。亦 

即，表面改質層30未按比例展示；替代而言，僅出於說明起

見將該表面改質層大大誇示。另外，表面改質層以剖面展示。 

事實上，當提供可重複使用載具時，表面改質層將均勻地安 

. 置於接合表面14上。典型地，厚度38將爲大約幾奈米，例

如0.1至2.0 nm或至多10 nm，且在一些情況下，可爲至多

100 nm。厚度38可藉由橢圓偏光計量測。另外，表面改質層 

之存在可藉由表面化學分析偵測，例如藉由ToF Sims質譜測 

定法偵測。因此，厚度38對物件厚度8之貢獻可忽略，且可 

在針對判定用於處理具有厚度28之給定薄片20的載具10之 

適合厚度18之計算中予以略去。然而，在表面改質層30具 

有任何顯著厚度38之程度上，此厚度可考慮用於針對薄片20 

之給定厚度28及設計處理裝備所針對的給定厚度來判定載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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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之厚度18 =

【0042】 載具10具有第一表面12、接合表面14、周邊16及 

厚度18。另外，載具10可具有任何適合材料，包括例如玻璃。 

載具無需爲玻璃，而可替代地爲陶瓷、玻璃-陶瓷或金屬（因爲 

表面能量及/或接合可以類似於以下結合玻璃載具所描述方式 

之方式來控制）。若載具10由玻璃製成，則該載具可具有任何 

適合組成物，包括鋁矽酸鹽、硼矽酸鹽、鋁硼矽酸鹽、錮鈣 

矽酸鹽，且可爲含鹼金屬或不含鹼金屬的，此取決於其最終

• 應用。厚度18可爲約0.2至3 mm或更大，例如0.2、0.3、

0.4、0.5、0.6、0.65、0.7、1.0、2.0 或 3 mm 或更大，且將取 

決於厚度28及厚度38（如以上指出，當此厚度不可忽略時如 

此）。另外，載具10可如圖所示由一個層製成，或由接合在一 

起的多個層（包括多個相同或不同材料之薄片）製成。另外，載 

具可具有Gen 1大小或更大，例女口 ' Gen 2、Gen 3、Gen 4、

Gen 5、Gen 8 或更大（例如，100 mm x 100 mm 至 3 公尺 x 3 

. 公尺或更大的片材大小）。

【0043】 薄片20具有第一表面22、接合表面24、周邊26及 

厚度28。周邊16及26可具有任何適合形狀，可彼此相同， 

或可彼此不同。另外，薄片20可具有任何適合材料，包括例 

如玻璃、陶瓷或玻璃-陶瓷。在一些情況下，薄片20可爲聚合 

物或具有聚合物及/或玻璃接合表面之複合物片材。當薄片20

.由玻璃製成時，該薄片可具有任何適合組成物，包括鋁矽酸 

鹽、硼矽酸鹽、鋁硼矽酸鹽、鈿鈣矽酸鹽，且可爲含鹼金屬 

或不含鹼金屬的，此取決於其最終應用。薄片之熱膨脹係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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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載具之熱膨脹係數相對緊密地匹配，以便阻止物件在高 

溫下處理期間的翹曲。當在較低溫度下處理物件2時，即CTE 

匹配不爲此類關注點的情況，則聚合物薄片可與玻璃載具一 

起使用。當然，可存在其他情況，其中聚合物片材可與玻璃 

載具一起使用。如以上指出，薄片20之厚度28爲300微米 

或更小。另外，薄片可具有Gen 1大小或更大，例如，Gen 2、

Gen 3、Gen 4、Gen 5、Gen 8 或更大（例如'100 mm x 100 mm 

至3公尺x3公尺或更大的片材大小）。

• [0044】物件2不僅需要具有正確的厚度以在現存裝備中處

理，而且有時其亦將需要能夠在其中進行處理之苛刻環境中 

保全。例如，平板顯示器（FPD）處理可包括濕式處理、超音波 

處理、真空處理及在一些情況下高溫（例如，＞400°C）處理。對 

一些製程而言，如以上指出，溫度可爲＞500°C，或＞600°C及 

至多650°C。

【0045】 爲在其中物件2將受處理之苛刻環境中保全，如在 

. 例如FPD製造期間保全，接合表面14應以足夠強度接合至接

合表面24，薄片20不與載具10分離。而且，此強度應在處 

理期間得以維持，以便薄片20在處理期間不與載具10分離。 

另外，爲允許薄片20自載具10移除（以便載具10可得以重複 

使用），接合表面14不應藉由初始設計接合力及/或藉由因初 

始設計接合力之改質而產生的接合力（如可例如在物件經歷高 

溫下處理，例如，經歷在＞400°C之溫度下處理時發生）過於強

烈地接合至接合表面24。表面改質層30可用於控制接合表面 

14與接合表面24之間的接合強度，以便達成這兩個目標。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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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接合力係藉由控制凡得瓦力（及/或氫鍵結）及共價吸引能量 

對總黏著能量之貢獻來達成，該總黏著能量係藉由調變薄片 

20及載具10之極性及非極性表面能量分量來控制。此受控接 

合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濕式製程、超音波製程、真空製 

程及熱製程，其包括＞400°C之溫度-且在一些情況下＞ ＞500

°C或＞600°C且至多650°C之處理溫度）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

施加足夠分離力及亦藉由不引起對薄片20及/或載具10之毀

滅性破壞之力而脫接合。此種脫接合允許薄片20及其上所製

• 作的裝置之移除，且亦允許載具10之重複使用。

【0046】 儘管表面改質層30係展示爲薄片20與載具10之間 

的實心層，但無需爲此種狀況。例如 ＞ 層30可爲大約0.1至

2 nm厚，且可不完全地覆蓋接合表面14之每一區位（bit）。例

如1 '覆蓋率可爲＜100%、1%至100%、10%至100%、20%至

90%或50%至90%。在其他實施例中，層30可爲至多10 nm 

厚，或在其他實施例中，甚至至多100 nm厚。表面改質層30 

. 可視爲安置於載具10與薄片20之間，儘管其可不接觸載具

10及薄片20中之任一者。在任何情況下，表面改質層30之 

重要態樣在於，其改質接合表面14與接合表面24接合之能 

力，進而控制載具10與薄片20之間的接合之強度。表面改 

質層30之材料及厚度，以及在接合之前對接合表面14、24 

之處理可用於控制載具10與薄片20之間的接合（黏著之能量） 

之強度。

【0047】一般而言，兩個表面之間的黏著之能量由以下給出

（r A theory for the estimation of surface and interfacial energi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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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eriv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interfacial tension」，L. A. 

Girifalco 及 R. J. Good, J. Phys. Chem., V 6 1, p904）：

W = Y] + Y2- YI2 （1）

其中Y1 ' 丫2及匕2分別爲表面1、表面2之表面能量及表面1 

及表面2之界面能量。個別表面能量通常爲兩個項之組合； 

即，分散分量 严及極性分量（polar component）yp

y = γ d + γ p （2）

【0048】當黏著主要係歸因於倫敦分散力（严）及例如氫鍵結

• 之極性力（γΡ）時，界面能量可由以下給出（Girifalco及R. J.

Good，如以上所提及）：

匕2 = K1 + 丫2-2 拧 一2『Ρ /Ρ （3）

【0049】 在將（3）代入（1）之後，黏著之能量可大致計算爲：

四〜2[7打拧+ 31Ρ ] （4）

【0050】以上方程式（4）中，僅考慮黏著能量之凡得瓦力（及/ 

或氫鍵結）分量。此等分量包括極性-極性相互作用（Keesom）、 

. 極性-非極性相互作用（Debye）及非極性-非極性相互作用

（London）。然而，亦可存在其他吸引能量，例如共價鍵結及靜 

電鍵結。因此，以更一般化之形式，將以上方程式寫爲：

皆〜2 [^r,d r2d + r2p ] + wc+ （5）

其中％及 ％爲共價及靜電黏著能量。共價黏著能量相當常 

見，如常見於矽晶圓接合中，其中將初始氫鍵結的一對晶圓 

加熱至較高溫度，以將大部分或所有矽醇-矽醇氫鍵轉化成

Si-0-Si共價鍵。雖然初始、室溫氫鍵結產生允許接合表面之 

分離的大約爲約100-200mJ/m2之黏著能量，但如在高溫處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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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400至800°C）期間達成的完全共價鍵結晶圓對具有約 

1000-3000 mJ/m2之黏著能量，其不允許接合表面之分離；替 

代而言5兩個晶圓充當單塊（monolith） °另一方面，若兩個表 

面完全用例如氟聚合物之低表面能量材料（其厚度足夠大以屏 

蔽下伏基板之效應）塗佈，則黏著能量將爲塗層材料之黏著能 

量，且將爲極低的，從而導致接合表面14、24之間低的黏著 

或無黏著，藉以薄片20不能夠在載具10處理。考慮兩種極 

端狀況：（a）兩個標準清潔1 （SC1，如此項技術所知）清潔玻璃

• 表面，其矽醇基飽和，在室溫下經由氫鍵結接合在一起（藉以 

黏著能量爲約100-200 mJ/m2）＞接著加熱至將矽醇基轉化成共 

價Si-0-Si鍵之高溫（藉以黏著能量變爲1000-3000 mJ/m2）o此 

後一種黏著能量對欲脫離的一對玻璃表面而言過高；以及（b） 

完全用具有低表面黏著能量（每個表面約12 mJ/m2）之氟聚合 

物塗佈的兩個玻璃表面，其在室溫下接合且加熱至高溫。在 

此後一種狀況（b）中，表面不僅不接合（因爲當表面置放在一起

. 時，約24 mJ/m2^總黏著能量過低），而且該等表面在高溫下 

亦不接合，因爲不存在（或存在十分少的）極性反應基團。在此 

兩種極端情況之間，存在黏著能量之範圍，例如，介於50-1000 

mJ/m2之間，此可產生所要程度之受控接合。因此，發明人已 

發現提供可調表面改質層30之各種方式，該可調表面改質層 

產生介於此兩種極端情況之間的黏著能量，且使得可產生受 

控接合，該受控接合足以維持一對玻璃基板（例如玻璃載具10 

及薄玻璃片20）在FPD處理之苛刻條件期間彼此接合，而且 

該受控接合之程度（甚至在例如＞400°C之高溫處理之後）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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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完成之後薄片20自載具10之脫離。此外，薄片20自 

載具10之脫離可藉由機械力來執行，且以不存在對至少薄片 

20之毀滅性破壞的方式執行，且較佳地亦使得不存在對載具 

10之毀滅性破壞。

【0051】 方程式（5）描述：黏著能量爲四個表面能量參數加共 

價及靜電能量（若存在）之函數。

L0052] 適當的黏著能量可藉由對表面改質劑，亦即對表面 

改質層30之明智選擇，及/或在接合之前表面之熱處理來達 

• 成。適當的黏著能量可藉由對接合表面14及接合表面24中 

一或兩者之化學改質劑的選擇來獲得，該等化學改質劑又控 

制凡得瓦力（及/或氫鍵結，因爲此等術語在本說明書全文中可 

互換地使用）黏著能量以及由高溫處理（例如，大約2400°C）引 

起的可能共價鍵結黏著能量。例如，採用SC1清潔玻璃之接 

合表面（其最初矽醇基飽和，具有表面能量之高極性分量）且用 

低能量氟聚合物對其塗佈，此提供對表面藉由極性及非極性 

. 基團之分數覆蓋率的控制。此不僅提供對在室溫下的初始凡 

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之控制，而且提供對在較高溫度下 

共價鍵結之範圍/程度的控制。執行對在室溫下的初始凡得瓦 

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之控制，以便提供一個表面與另一表面 

之接合，從而允許真空處理及或旋轉-清洗-乾燥 

（spin-rinse-dry : SRD）類型處理，且在一些情況下亦提供一個 

表面與另一表面之易於形成的接合——其中易於形成的接合 

可在室溫下、在無對薄片20之整體區域施加外部施力的情況 

下（如將薄片20壓製至載具10中所進行的情況）、利用塗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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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減壓環境來執行。亦即，初始的凡得瓦力接合提供至 

少最低程度之接合，其將薄片及載具固持在一起以便其在一 

者受固持且使另一者經受重力的情況下不會分離。在大多數 

狀況下，初始的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將具有使得物件 

亦可經歷真空處理、SRD處理及超音波處理而不使薄片與載 

具脫層的範圍。經由表面改質層30 （包括自其製成該表面改 

質層之材料及/或對施加該表面改質層之表面的表面處理）及/ 

或在將表面接合在一起之前藉由接合表面之熱處理對凡得瓦 

• 力（及/或氫鍵結）及共價相互作用於適當水準下之此種精確控

制達成所要黏著能量，該黏著能量允許薄片20在FPD型處理 

全程與載具10接合，而同時允許薄片20在FPD型處理之後 

自載具10分離（藉由避免對薄片20及/或載具之破壞的適當 

力）。另外，在適當的情況下，可將靜電荷施加於一或兩個玻 

璃表面以提供對黏著能量之另一水準控制。

【0053】 例如p-Si及氧化物TFT製作的FPD處理典型地涉 

. 及在400°C以上、在500°C以上且在一些情況下於600°C下或

在600°C以上、至多650°C之溫度下的熱製程，該等溫度在不 

存在表面改質層30的情況下引起薄玻璃片20與玻璃載具10 

之玻璃至玻璃接合。因此，控制Si-0-Si鍵結之形成產生可重 

複使用載具。控制在高溫下Si-0-Si鍵結之形成的一種方法爲 

減少欲接合之表面上的表面徑基之濃度。

【0054】 如第3圖所示，該圖爲二氧化矽上之表面超基濃度

隨溫度變化之 Iler 氏繪圖（R. K. Iller : The Chemistry of Silica 

（W订ey-Interscience, New York, 1979），每平方 nm 之徑基（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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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數量隨表面之溫度的增加而減小。因此，加熱二氧化矽 

表面（及藉由類似方法加熱玻璃表面，例如接合表面14及/或 

接合表面24）減少表面瘵基之濃度，從而減小兩個玻璃表面上 

之瘵基相互作用之機率。表面瘵基濃度之此種減少又減少每 

單位面積形成的Si-0-Si鍵，從而降低黏著力。然而，消除表 

面魏基需要在高溫下（在750°C以上以完全消除表面徑基）長的 

退火時間。此長的退火時間及高的退火溫度導致昂貴製程及 

不實際之製程，因爲其可能高於典型顯示玻璃之應變點 。

• [0055】 自以上分析，發明人已發現：適合於FPD處理（包括

LTPS處理）的包括薄片及載具之物件可藉由平衡以下三個槪 

念來製成：

【0056】（1）藉由控制初始室溫接合對載具及/或薄片接合表 

面之改質，其可藉由控制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來進 

行，以產生適度黏著能量（例如，在表面接合之前，具有每個 

表面＞40 mJ/m2之表面能量）以促進初始室溫接合，且足以在 

. 非高溫FPD製程中保全，該非高溫FPD製程例如真空處理、

SRD處理及/或超音波處理；

【0057】（2）以一方式對載具及/或薄片之表面改質，該方式爲 

熱穩定的以在FPD製程中保全而無除氣，該除氣可在裝置製 

作中引起脫層及/或不可接受的污染，例如，其中可使用物件 

之半導體及/或顯示器製作製程所不可接受的污染；以及

【0058】（3）控制在高溫下的接合，其可藉由控制載具表面 

瘵基濃度及能夠在高溫（例如，＞400°C之溫度）下形成強共價鍵 

的其他物質之濃度來進行，藉以可控制載具之接合表面與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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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之接合表面之間的接合能量，以使得甚至在高溫處理（尤其 

在500-650°C範圍內之熱製程期間，如在FPD製程中）之後， 

載具與薄片之間的黏著力保持在一範圍內，該範圍允許利用 

不破壞至少薄片（及較佳地不破壞薄片或載具任一者）之分離 

力使薄片與載具脫接合，且仍足以維持載具與薄片之間的接 

合，以便該載具及該薄片在製程期間不會脫層。

[0059】 另外，發明人已發現：表面改質層30（適當時連同接 

合表面製備一起）之使用可平衡以上槪念，以便易於達成受控 

• 接合區域，亦即，提供薄片20與載具10之間的足夠室溫接 

合之接合區域，以允許物件2在FPD類型製程（包括真空製程 

及濕式製程）中處理，而且爲控制薄片20與載具10之間（甚至 

在＞400°C之高溫下）的共價鍵結之接合區域，以便在物件2已 

完成高溫處理（例如，FPD類型處理或LTPS處理）之後允許薄 

片20自載具10移除（而無對至少薄片之破壞，且較佳亦無對 

載具之破壞）。爲評估將提供適用於FPD處理之可重複使用載 

. 具之潛在接合表面製備及表面改質層，使用一系列試驗。不

同FPD應用具有不同的要求，但此時LTPS及氧化物TFT製 

程似乎爲最嚴格的，且因此選擇代表此等製程中之步驟的試 

驗-因爲此等試驗爲物件2之所要應用。真空製程、濕式清 

潔（包括SRD製程及超音波類型製程）及濕式蝕刻對許多FPD 

應用而言爲常見的。典型的Si TFT製作需要至多320°C之處 

理。在400°C下之退火用於氧化物TFT製程，而在超過600 

七之結晶及摻雜劑活化步驟用於LTPS處理。因此，使用以下 

五種試驗來評估以下可能性：特定接合表面製備及表面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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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30允許薄片20在FPD處理全程保持接合至載具10,同時 

在此種處理（包括在＞400°C之溫度下處理）之後允許薄片20自 

載具10移除（而不破壞薄片20及/或載具10）。依次執行試驗， 

且除非存在不允許後續測試之類型的失效，否則將樣本自一 

個試驗進送至下一試驗。

【0060】（1）真空測試。在STS多工PECVD負載鎖定室 

（loadlock）（可購自SPTS, Newport, UK）中執行真空相容性測 

試一—該負載鎖定室藉由帶軟泵閥之Ebara A10S乾泵（可購自 

Ebara Technologies Inc., Sacramento, CA）來泵抽。將樣本置放 

於負載鎖定室中，且隨後將負載鎖定室於45 sec內自大氣壓 

泵抽降至70 mTorr ο藉由於下表之「真空」欄中之記法「F」 

所指示的失效在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a）載具與薄片之間 

的黏著之損失（根據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其中在薄片已自載 

具掉落或部分地與該載具脫接合的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 

效）；（b）載具與薄片之間起泡（如藉由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 

判定一一在處理之前及之後對樣本拍攝照片，且隨後進行比 

較，在缺陷之大小增加肉眼可見之尺寸的情況下，判定已發 

生失效）；或（c）薄片相對於載具之移動（如藉由利用肉眼之目 

視檢查來判定一一在測試之前及之後對樣本拍攝照片，其中在 

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存在例如氣泡之接合缺陷之移 

動，或邊緣脫接合，或存在載具上之薄片之移動）。在以下表 

中，「真空」欄中之記法「P」指示：根據先前準則，樣本未 

失效。

【0061】（2）濕式製程測試。使用Semitool SRD-470S型（可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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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Applied Materials, Santa Clara, C A）執行濕式製程相容性測 

試。測試由以下組成：60秒500 rpm清洗、500 rpm下Q-清 

洗至15 MOhm-cm、在500 rpm下10秒沖洗、在暖流氮下在 

1800 rpm下90秒乾燥及在2400 rpm下180秒乾燥。藉由於 

下表之「SRD」欄中之記法「F」所指示的失效在以下情況下 

視爲已發生：（a）載具與薄片之間的黏著之損失（根據利用肉眼 

之目視檢查，其中在薄片已自載具掉落或部分地與該載具脫 

接合的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b）載具與薄片之間起泡（如 

• 藉由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判定一一在處理之前及之後對樣 

本拍攝照片，且隨後進行比較，在缺陷之大小增加肉眼可見 

之尺寸的情況下，判定已發生失效）；或（c）薄片相對於載具之 

移動（如藉由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判定一一在測試之前及之 

後對樣本拍攝照片，其中在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存 

在例如氣泡之接合缺陷之移動，或邊緣脫接合，或存在載具 

上之薄片之移動）；或（d）水於薄片下方之滲透（如藉由利用光 

學顯微鏡在50x下之目視檢查來判定，其中在液體或殘餘物 

爲可觀察的情況下，判定已發生失效）。在以下表中，「SRD」 

欄中之記法「P」指示：根據先前準則，樣本未失效。

【0062】（3）達 400 °C之溫度測試。使用 Alwin21 

Accuthermo610 RTP （可購自 Alwin21, Santa Clara CA）執行 

400°C製程相容性測試。將具有與其接合的薄片之載具在腔室 

中自室溫以6.2°C/min循環加熱至400°C，於400°C下保持600 

秒，且以l°C/min冷卻至300°C。隨後使載具及薄片冷卻至室 

溫。藉由於下表之r 400°C」欄中之記法「F」所指示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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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a）載具與薄片之間的黏著之損失 

（根據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其中在薄片已自載具掉落或部分 

地與該載具脫接合的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b）載具與薄 

片之間起泡（如藉由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判定一一在處理之 

前及之後對樣本拍攝照片，且隨後進行比較，在缺陷之大小 

增加肉眼可見之尺寸的情況下，判定已發生失效）；或（c）載具 

與薄片之間的增大黏著，藉以此種增大黏著阻止薄片與載具 

之脫接合（藉由刀片於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插入，及/或藉由將一

• 塊1”寬X 6”長（其中2-3”附接至100 mm平方薄玻璃的

Kapton™膠帶（來自 Saint Gobain Performance Plastic, Hoosik

NY之K102系列）黏結至薄片，且拉動膠帶）而不破壞薄片或 

載具，其中在試圖將薄片與載具分離時存在對該薄片或該載 

具之破壞的情況下，或在薄片及載具不可藉由任一脫接合方 

法之執行而脫接合的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另外，在薄 

片與載具接合之後，且在熱循環之前，對代表性樣本執行脫 

接合試驗，以判定包括任何相關聯表面處理之特定材料允許
• 薄片在溫度循環之前與載具之脫接合。在以下表中，「400°C」 

欄中之記法「P」指示：根據先前準則，樣本未失效。

【0063】（4）達 600 °C之溫度測試。使用 Alwin21 

Accuthermo610 RTP執行600°C製程相容性測試。將具有薄片 

之載具在腔室中自室溫以9.5°C/min循環加熱至600°C，於600 

°C下保持600秒，且隨後以l°C/min冷卻至300°C。隨後使載 

具及薄片冷卻至室溫。藉由於下表之r 600°C」欄中之記法「F」 

所指示的失效在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a）載具與薄片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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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著之損失（根據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其中在薄片已自載 

具掉落或部分地與該載具脫接合的情況下，視爲已發生失 

效）；（b）載具與薄片之間起泡（如藉由利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 

判定一一在處理之前及之後對樣本拍攝照片，且隨後進行比 

較，在缺陷之大小增加肉眼可見之尺寸的情況下，判定已發 

生失效）；或（C）載具與薄片之間的增大黏著，藉以此種增大黏 

著阻止薄片與載具之脫接合（藉由刀片於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插 

入，及/或藉由將一塊如上所述的KaptonTM膠帶黏結至薄片，

• 且拉動膠帶）而不破壞薄片或載具，其中在試圖將薄片與載具

分離時存在對該薄片或該載具之破壞的情況下，或在薄片及 

載具不可藉由任一脫接合方法之執行而脫接合的情況下，視 

爲已發生失效。另外，在薄片與載具接合之後，且在熱循環 

之前，對代表性樣本執行脫接合試驗，以判定特定材料及任 

何相關聯表面處理允許薄片在溫度循環之前與載具之脫接 

合。在以下表中，「600°C」欄中之記法「P」指示：根據先前

— 準則，樣本未失效。

【0064】（5）超音波測試。藉由在四槽管線中清潔物件來執行 

超音波相容性測試，其中順序地自槽#1至槽#4將物件在每一 

槽中處理。對四個槽之每一者而言 > 槽尺寸爲18.4”Lx 10”W 

x 15”D。兩個清潔槽（#1及#2）含有在50°C下、於DI水中之

1 %Semiclean KG，其可購自 Yokohama Ο订s and Fats Industry 

Co Ltd., Yokohama Japan ° 利用 NEY prosonik 2 104 kHz 超音 

波產生器（可購自 Blackstone-NEY Ultrasonics, Jamestown, NY） 

攪動清潔槽#1，且利用NEYprosonik2 104 kHz超音波產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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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動清潔槽#2。兩個清洗槽（槽#3及槽#4）含有在50°C下之DI 

水。藉由NEY sweepsonik 2D 72 kHz超音波產生器攪動清洗 

槽#3 ＞且藉由NEY sweepsonik 2D 104 kHz超音波產生器攪動 

清洗槽#4。在槽#1-4之每一者中進行製程10 min，接著在自 

槽#4移徐樣本之後旋轉清洗乾燥（SRD）。藉由於下表之「超音 

波」欄中之記法「F」所指示的失效在以下情況下視爲已發生： 

（a）載具與薄片之間的黏著之損失（根據利用肉眼之目視檢 

查，其中在薄片已自載具掉落或部分地與該載具脫接合的情 

• 況下，視爲已發生失效）；（b）載具與薄片之間起泡（如藉由利

用肉眼之目視檢查來判定一一在處理之前及之後對樣本拍攝 

照片，且隨後進行比較，在缺陷之大小增加肉眼可見之尺寸 

的情況下，判定已發生失效）；或（c）其他大體（gross）缺陷之形 

成（如藉由利用光學顯微鏡以50x之目視檢查來判定，其中在 

存在之前未觀察到的捕獲於薄玻璃與載具之間的粒子的情況 

下，判定已發生失效；或（d）水於薄片下方之滲透（如藉由利用 

光學顯微鏡在50x下之目視檢查來判定，其中在液體或殘餘 

物爲可觀察的情況下，判定已發生失效。在以下表中，「超音 

波」欄中之記法「P」指示：根據先前準則，樣本未失效。另 

外，在以下表中，「超音波」欄中之空白指示樣本未以此方式 

測試。

【0065】接合能量試驗

【0066】 接合能量爲用以將薄片與載具分離所耗之能量。接 

合能量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量測。然而，如本文所使用，接 

合能量係如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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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使用雙懸臂梁方法（亦稱爲楔形物方法）量測接合能 

量。在此方法中，將具有已知厚度之楔形物置放於接合薄片 

與載具玻璃之間的邊緣處。楔形物產生特性脫層距離厶。此脫

層距離經量測且使用來以方程式6計算接合能量

Υβε =
[0068] 16巩E咼+砂;2）

(6)

【0069】EXG組成物對載具（1）及薄片（2）兩者之楊氏模數E

爲73.6 GPa。載具之典型厚度切爲0.7 mm，且薄片之厚度ts2

. 爲0.13 mm。Martor 37010.20刀片用於由95 μιη之厚度切組

成之楔形物。具有極高接合能量之樣本，其中利用獨立楔形 

物預開裂。此舉允許楔形物之較易插入及特性脫層長度之產 

生。對所報導的接合能量資料而言，2500之値指示試驗-極限 

條件'且對彼特定樣本而言'薄片不可與載具脫接合。

[0070】 藉由加熱、經由瘵基減少的接合表面之製備

【0071】 利用表面改質層30改質接合表面14、24之一或多 

者，因而物件2能夠成功地經歷FPD處理（亦即，其中薄片

• 20在處理期間保持接合至載具10，但在包括高溫處理之處理

之後仍可與載具10分離）之益處係藉由處理具有玻璃載具10 

及薄玻璃片20而其之間不具有表面改質層30之物件2來證 

明。確切言之，首先藉由加熱以減少輕基、但在不具有表面 

改質層30的情況下嘗試接合表面14、24之製備。將載具10 

及薄片20清潔，使接合表面14及24彼此接合，且隨後測試 

物件2。用於製備供接合之玻璃的典型清潔製程爲SC1清潔 

製程，其中在稀過氧化氫及鹼（通常爲氫氧化鍰，但亦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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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氧化四甲鍰溶液，例如JT Baker JTB-100或JTB-111）中清 

潔玻璃。清潔將粒子自接合表面移除，且獲得已知的表面能 

量，亦即，其提供表面能量之基線。清潔之方式無需爲SC1 > 

可使用其他類型之清潔，如清潔之類型可能僅對表面上之矽 

醇基具有極微小的效應。各種試驗之結果列明於以下表1中。

【0072】強的但可分離的初始室溫接合或凡得瓦力接合及/ 

或氫鍵係藉由以下方式產生：簡單地清潔100 mm平方X 100 

微米厚之薄玻璃片，及玻璃載具，即150 mm直徑、0.50或

• 0.63 mm厚之單一均匀平坦（single mean flat ； SMF）晶圓，該

薄玻璃片及該玻璃載具各自包含Eagle XG®顯示玻璃（不含鹼 

金屬、鋁硼矽酸鹽玻璃，具有大約0.2 nm之平均表面粗糙度

Ra，其可購自 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 ° 在此實例 

中，在40:1:2 DI水：JTB-111:過氧化氫之65°C浴中清潔玻璃

10 min ο薄玻璃或玻璃載具可已經或可尙未在400°C下、在氮 

中退火10 min以移除殘餘水一一於以下表1中之「載具」欄

. 或「薄玻璃」欄中之記法「400°C」指示在400°C下將樣本在 

氮中退火10分鐘。FPD製程相容性測試證明：此SC1-SC1 

初始、室溫接合在機械上足夠強，從而順利完成真空測試、

SRD測試及超音波測試。然而，在400°C及400°C以上加熱產 

生薄玻璃與載具之間的永久接合，亦即，薄玻璃片不可在不 

破壞薄玻璃片及載具中之任一者或兩者的情況下自載具移 

除。而且，甚至對實例lc而言，亦爲此狀況，其中載具及薄 

玻璃之每一者經受退火步驟以減少表面瘵基之濃度。因此， 

接合表面14、2 4經由單獨加熱之上述製備及隨後在不具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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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質層30的情況下載具10及薄片12之接合不爲用於FPD 

製程（其中溫度將爲＞400°C）之適合受控接合。

【0073】表1-SC1處理的玻璃接合表面之製程相容性測試

實例 載具 薄玻璃 真空 SRD 400C 600C 超音波
la SC1 SC1 P P F F P
lb SCl,400C SC1 P P F F P
lc SCl,400C SC1, P P F F P

【0074】藉由疼基減少及表面改質層的接合表面之製備

【0075】如藉由例如熱處理達成之超基減少及表面改質層30 

. 可一起使用以控制接合表面14、24之相互作用。例如，接合

表面14、24之接合能量（在室溫下由於極性/分散能量分量之 

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以及在高溫下由於共價能量分量 

之共價鍵結）可受控以便在以下情況之間提供變化接合強度： 

自其中室溫接合爲困難的情況，至允許接合表面之容易室溫 

接合及接合表面在高溫處理之後分離的情況下，至一一在高溫 

處理之後一一在無破壞的情況下阻止表面分離的情況。在一些 

應用中，合乎需要的可爲不具有接合或具有極弱接合（如在表 

• 面處於「非接合」區域中時如此，「非接合」區域係描述於

US，727之薄片/載具槪念中且如以下所述）。在其他應用中，

例如提供用於FPD製程及類似製程（其中可達成＞500°C，或 

＞600°C且至多650°C之製程溫度）之可重複使用載具，合乎需 

要的是在室溫下具有足夠的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結，以初 

始地將薄片及載具置放於一起，且仍阻止或限制高溫共價鍵 

結。對其他應用而言，合乎需要的可爲具有足夠的室溫接合 

以初始地將薄片及載具置放於一起，以及在高溫下產生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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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鍵結（如當表面處於「接合區域」中如此，「接合區域」描述 

於US，727之薄片/載具槪念中且如以下所論述）。儘管不希望 

受理論約束，但在一些情況下，表面改質層可用於控制薄片 

及載具初始地藉由其置放於一起的室溫接合，而表面上幾基 

之減少（如藉由加熱表面，或例如藉由使瘵基與表面改質層之 

反應而達成）可用於控制共價鍵結，尤其高溫下之共價鍵結。

【0076】 用於表面改質層30之材料可提供具有能量（例如， 

如對一個表面所量測，＜40mJ/m2之能量，且包括極性及分散 

• 分量）之接合表面14、24，藉以表面僅產生弱接合。在一個實 

例中'六甲基二矽氮烷（hexamethyldis订azane ； HMDS）可用於 

通過與表面徑基反應以留下三甲基矽烷基（trimethylsilyl ； 

TMS）封端表面而產生此低能量表面。作爲表面改質層之 

HMDS可連同表面加熱一起使用以減少徑基濃度，從而控制 

室溫接合及高溫接合。藉由選擇用於每一接合表面14、24之 

適合接合表面製備-可達成具有一定能力範圍之物件。更確 

. 切言之，對提供用於LTPS處理之可重複使用載具關注的情況 

下，可在薄玻璃片20與玻璃載具10之間達成適合接合，以 

便在真空處理試驗、SRD處理試驗、400°C（部分a及c）處理 

試驗及600°C（部分a及c）處理試驗之每一者中保全（或順利完 

成每一·者）。

【0077】 在一個實例中，SC1清潔後接對薄玻璃及載具兩者 

之HMDS處理產生弱接合表面，從而對在室溫下利用凡得瓦 

力（及/或氫鍵結）力之接合提出挑戰。施加機械力來將薄玻璃 

接合至載具。如表2之實例2a所示，此接合十分弱，使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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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試驗及SRD處理中觀察到載具之偏轉，在400°C及600 

°C熱製程中觀察到起泡（可能由於除氣），且在超音波處理之後 

觀察到微粒缺陷。

【0078】在另一實例中，僅一個表面（所引用實例中之載具） 

之HMDS處理產生較強室溫黏著，其在真空處理及SRD處理 

中保全。然而，在400°C及400°C以上之熱製程將薄玻璃永久 

地接合至載具。此並不意外，因爲相對完全瘵基化的二氧化 

矽之4.6-4.9/nm2之幾基濃度而言5已由Sindorf及Macie 1於

• J. Phys. Chem. 1982, 86, 5208-5219 中計算出二氧化矽上三甲 

基矽烷基之最大表面覆蓋率爲2.8/nm2，且由Suratwala等人 

於 Journal of Non-Crystalline Solids 3 16 （2003） 349-363 中量 

測爲2.7/nm2o亦即，儘管三甲基矽烷基與一些表面瘵基鍵結 ， 

但將仍保留一些未鍵結幾基。因此，在給定充分時間及溫度 

的情況下'將預期表面矽醇基之縮合以將薄玻璃及載具永久 

地接合。

. 【0079】改變的表面能量可藉由加熱玻璃表面以在HMDS暴

露之前減少表面瘵基濃度來產生，從而產生表面能量之增加

的極性分量。此舉減小用於在高溫下形成共價Si-0-Si鍵之驅

動力，且產生較強室溫接合，例如，凡得瓦力接合（及/或氫鍵 

結）。第4圖展示在退火之後及在HMDS處理之後Eagle XG® 

顯示玻璃載具之表面能量。在HMDS暴露之前增加的退火溫 

度藉由增加極性分佈（線404）增加在HMDS暴露之後的總（極 

性及分散）表面能量（線402）。亦可見：對總表面能量之分散貢 

獻（線406）藉由熱處理而保持大部分無變化。儘管不希望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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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約束，但增加HMDS處理之後表面中之能量之極性分量且 

進而增加總能量似乎係歸因於：甚至在HMDS處理之後，由 

於藉由HMDS之亞單層TMS覆蓋而存在一些暴露玻璃表面區 

域。

【0080】 在實例2b中，在與具有HMDS之塗層之非熱處理 

載具接合之前，在150°C之溫度下將薄玻璃片於真空中加熱一 

個小時。薄玻璃片之此熱處理不足以阻止在＞400°C之溫度下 

薄玻璃片與載具之永久接合。

• 【0081】 如表2之實例2c-2e所示，在HMDS暴露之前改變

玻璃表面之退火溫度可改變玻璃表面之接合能量，以便控制 

玻璃載具與薄玻璃片之間的接合。

【0082] 在實例2c中，在190°C之溫度下將載具於真空中退 

火1小時，接著HMDS暴露以提供表面改質層30。另外，在 

450°C下將薄玻璃片於真空中退火1小時，之後與載具接合。 

所得物件在真空試驗、SRD試驗及400°C（部分a及c，但未 

. 順利完成部分b＞因爲存在增加的起泡）中保全，但在600°C試

驗中失效。因此，儘管如相較於實例2b存在對高溫接合之增 

加抵抗力，但此不足以產生用於在＞600°C之溫度下處理（例 

如，LTPS處理）之物件，其中載具爲可重複使用的。

【0083】 在實例2d中，在340°C溫度下將載具於真空中退火 

1小時'接著HMDS暴露以提供表面改質層30。再次，在450 

°C下將薄玻璃片於真空中退火1小時，之後與載具接合。結 

果類似於實例2C之彼等結果，其中物件在真空試驗、SRD試 

驗及400°C（部分a及c，但未順利完成部分b，因爲存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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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泡）中保全，但在600°C試驗中失效。

【0084】 如實例2e所示，在450°C下將薄玻璃及載具兩者於

真空中退火1 hr，接著載具之HMDS暴露且隨後載具及薄玻

璃片之接合，此改良對永久接合之溫度抵抗力。將兩個表面

退火至450°C阻止在600°C下RTP退火10 min之後的永久接

合，亦即，此樣本順利完成600°C處理試驗（部分a及c，但未

順利通過部分b，因爲存在增加的起泡；對400°C試驗發現類 

似結果）。

• [0085】表2-HMDS表面改質層之製程相容性測試

實例 載具 薄玻璃 真空 SRD 400C 600C 超音波
2a SC1,HMDS SC1,HMDS F F P P F
2b SC1,HMDS SC1, 150C P P F F
2c SC1, 190C, HMDS SC1,45OC P P P F
2d SC1,34OC, HMDS SC1,45OC P P P F
2e SC1.450C. HMDS SC1.450C P P P P

【0086】在以上實例2a至2e中，載具及薄片之每一者爲 

Eagle XG®玻璃，其中載具爲630微米厚的150 mm直徑SMF 

晶圓，且薄片爲100 mm平方100微米厚° HMDS係藉由在 

YES-5 HMDS 烘箱（可購自 Yield Engineering Systems, San 

Jose CA）之脈衝氣相沉積來施加，且其爲一個原子層厚（亦 

即，約0.2至1 nm），儘管表面覆蓋可小於一個單層，亦即， 

表面徑基中之一些未藉由HMDS覆蓋，如由Maciel所指出且 

如以上所論述。由於表面改質層之小厚度，幾乎不存在除氣 

之風險，該除氣可引起裝置製作之污染。此外，如表2中藉 

由「SC1 j記法所指示，載具及薄片之每一者係於熱處理或任 

何後續HMDS處理之前使用SC1製程來清潔。

【0087】 實例2a與實例2b之比較展示：薄片與載具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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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能量可藉由改變包括表面改質層之表面之數量來控制。 

而且，控制接合能量可用於控制兩個接合表面之間的接合 

力。此外，實例2b-2e之比較展示：表面之接合能量可藉由改 

變熱處理之參數來控制，接合表面係在施加表面改質材料之 

前經受該熱處理。再次，熱處理可用於減少表面瘵基之數量， 

且因此控制共價鍵結之程度，尤其高溫下共價鍵結之程度。

【0088】可以不同方式作用來控制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能量之 

其他材料可用於表面改質層30，以便控制兩個表面之間的室

• 溫接合力及高溫接合力。例如，若一或兩個接合表面利用表 

面改質層改質來產生適度接合力，則亦可產生可重複使用載 

具，該表面改質層覆蓋或空間上阻礙例如徑基之物質，以阻 

止在高溫下於載具與薄片之間形成強的永久共價鍵。產生可 

調表面能量且覆蓋表面瘵基以阻止共價鍵之形成的一種方式 

爲例如氟聚合物膜之電漿聚合物膜之沉積。電漿聚合於大氣 

壓或減壓及電漿激發（DC或RF平行板、感應耦合電漿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ICP）電子迴旋共振（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ce ； 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下自源氣體 

沉積薄聚合物膜，該等源氣體例如氟碳化合物源（包括CF4、

CHF3、C2F6、C3F6、C2F2、CH3F、C4F8、氟氯化碳或氫氟 

氯化碳），例如烷痙之瘵（包括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烯 

痙（包括乙烯、丙烯），快煙（包括乙快），及芳族化合物（包括苯、 

甲苯），氫，及其他氣源，例如SF6。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 

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膜厚度、 

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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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第5圖展示利用Oxford ICP380蝕刻工具（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自 CF4-C4F8 混合物沉積 

的電漿聚合氟聚合物（plasma polymerized fluoropolymer ；

PPFP）膜之總表面能量（線502）（包括極性分量（線504）及分散 

分量（線506））。膜係沉積於Eagle XG®玻璃片上，且光譜式橢 

圓偏光術展示膜爲1-10 nm厚。如自第5圖所見，用含有小 

於40% C4F8之電漿聚合氟聚合物膜處理的玻璃載具展現＞40 

mJ/m2之表面能量，且在室溫下藉由凡得瓦力接合或氫鍵結於 

• 薄玻璃與載具之間產生受控接合。當在室溫下初始地接合載

具及薄玻璃時，觀察到受促進的接合。亦即，當將薄片置放 

於載具上，且在一點處將其壓在一起時，波前跨於載具行進， 

但處於比對其上不具有表面改質層之SC1處理表面所觀察到 

的速度更低的速度下。受控接合足以耐受所有標準FPD製 

程，包括真空製程、濕式製程、超音波製程及至多600°C之熱 

製程，亦即此受控接合順利完成600°C處理試驗，而無薄玻璃 

. 自載具之移動或脫層。脫接合伴隨有如上所述利用刀片及/或

KaptoZM膠帶之剝離。兩個不同PPFP膜（如上所述沉積）之製 

程相容性展示於表3中。實例3a之PPFP 1係利用

C4F8/（C4F8 + CF4）= 0形成，亦即，利用CF4/H2且不利用C4F8 

形成，且實例 3b 之 PPFP 2 係利用 C4F8/（C4F8+CF4） = 0.38 

來沉積。兩種類型之PPFP膜在真空處理試驗、SRD處理試 

驗、400°C處理試驗及600°C處理試驗中保全。然而，在PPFP 

2之20 min超音波清潔之後，觀察到脫層，從而指示不足以 

耐受此種處理之黏著力°儘管如此，PPFP2之表面改質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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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如其中超音波處理並非必需的一些應用。

【0090】表3-PPFP表面改質層之製程相容性測試

實例 載具 薄玻璃 真空 SRD 400C 600C 超音波

3a PPFP1 SC1, P P P P P
3b PPFP2 SC1, P P P P F

【0091】在以上實例3a及3b中，載具及薄片之每一者爲 

Eagle XG®玻璃，其中載具爲630微米厚的150 mm直徑SMF 

晶圓5且薄片爲100 mm平方100微米厚。由於表面改質層之 

小厚度，幾乎不存在除氣之風險，該除氣可引起裝置製作之 

• 污染。另外，因爲表面改質層不呈現降級，所以又存在甚至 

更小的除氣風險。此外，如表3所指示，薄片之每一者係於 

在150°C下於真空中歷時一個小時之熱處理之前使用SC1製 

程來清潔。

【0092】可以不同方式作用來控制表面能量之其他材料可用 

作表面改質層，以便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室溫接合力及高 

溫接合力。例如，可產生受控接合之接合表面可藉由矽烷處 

. 理玻璃載具及/或玻璃薄片來產生。選擇矽烷以便產生適合表

面能量，且以便具有用於應用之足夠熱穩定性。欲處理之載 

具或薄玻璃可藉由例如以下者之製程來清潔：02電漿或UV- 

臭氧，及SC 1或標準清潔二（standard clean two ； SC2，如此 

項技術中已知的）清潔，以便移除將干擾與表面矽醇基反應之 

矽烷的有機物及其他雜質（例如，金屬）。亦可使用基於其他化 

學方法之洗滌劑，例如'HF或H2SO4洗滌化學方法。載具 

或薄玻璃可經加熱以在矽烷施加（如以上所論述，結合HMDS 

之表面改質層一起施加）之前控制表面輕基濃度，及/或可在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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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應用之後加熱以完成與表面幾基之矽烷縮合。可在接合之

前使矽烷化之後未反應瘵基之濃度足夠低，以便阻止＞400°C

之溫度下薄玻璃與載具之間的永久接合，亦即，以便形成受 

控接合。以下描述此種方法。

[0093]實例 4a

【0094】 其接合表面經02電漿及SC1處理之玻璃載具隨後

用甲苯中之 1%十二烷基三乙氧基矽烷

(dodecyltriethoxysilane : DDTS)處理，且在 150°C 下於真空中 

• 退火1 hr以完成縮合。DDTS處理表面展現45 mJ/m2之表面

能量。如表4所示，玻璃薄片(已經SC1清潔且在400°C下於

真空中加熱一個小時)接合至載具接合表面，該載具接合表面 

上具有DDTS表面改質層。此物件在濕式製程試驗及真空製 

程試驗中保全，但在沒有由於矽烷之熱分解而於載具下方形 

成氣泡的情況下，未在超過400°C之熱製程中保全。對所有直 

鏈烷氧基及氯烷基矽烷RlxSi(OR2)y(Cl)z(其中X = 1至3且 

. y+z = 4-x)均預期此熱分解，而產生良好熱穩定性之塗層的甲

基、二甲基及三甲基矽烷(X = 1至3，R1 = CH3)除外。

[0095】實例4b

【0096】 其接合表面經02電漿及SC1處理之玻璃載具隨後

用甲苯中之1% 3,3,3,三氟丙基三甲氧基矽烷

(trifluoropropyltritheoxys订ane ； TFTS)處理，且在 150°C 下於

真空中退火1 hr以完成縮合。TFTS處理表面展現47 mJ/m2

之表面能量。如表4所示，玻璃薄片(已經SC1清潔且隨後在

400°C下於真空中加熱一個小時)接合至載具接合表面，該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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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表面上具有TFTS表面改質層。此物件在真空製程試驗、

SRD製程試驗及400°C製程試驗中保全，而無玻璃薄片與玻璃 

載具之永久接合。然而，600°C試驗由於矽烷之熱分解而產生 

形成於載具下方之氣泡。由於丙基之有限熱穩定性，因而此 

並不意外。儘管此樣本在600°C試驗中由於起泡而失效，但是 

此實例之材料及熱處理可用於其中可耐受氣泡及其不利效應 

之一些應用，該等不利效應例如表面平坦度之減小，或增加 

的波紋度。

• [0097]實例 4c

【0098】 其接合表面經02電漿及SC1處理之玻璃載具隨後 

用 甲苯中之1%苯基三乙氧基矽烷(phenyl tri ethoxys订ane；PTS) 

處理，且在200°C下於真空中退火1 hr以完成縮合。PTS處理 

表面展現54 mJ/m2之表面能量。如表4所示，玻璃薄片(已經 

SC1清潔且隨後在400°C下於真空中加熱一個小時)接合至載 

具接合表面，該載具接合表面具有PTS表面改質層。此物件 

■ 在真空製程、SRD製程及至多600°C之熱製程中保全，而無玻 

璃薄片與玻璃載具之永久接合。

【0099】實例4d

【0100】 其接合表面經02電漿及SC1處理之玻璃載具隨後 

用甲苯中之 1%二苯基二乙氧基矽烷 

(diphenyldiethoxysilane : DPDS)處理，且在 200°C 下於真空 

中退火1 hr以完成縮合。DPDS處理表面展現47 mJ/m2之表 

面能量。如表4所示，玻璃薄片(已經SC1清潔且隨後在400 

°C下於真空中加熱一個小時)接合至載具接合表面，該載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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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面具有DPDS表面改質層。此物件在真空試驗及SRD試 

驗以及至多600°C之熱製程中保全，而無玻璃薄片與玻璃載具 

之永久接合。

[0101] 實例 4e。

【0102】 其接合表面經02電漿及SC1處理之玻璃載具隨後 

用甲苯中之 1% 4-五氟苯基三乙氧基矽烷

(pentafluorophenyl tri ethoxy si lane : PFPTS)處理，且在 2 00 °C 

下於真空中退火1 hr以完成縮合。PFPTS處理表面展現57

• mJ/m2之表面能量。如表4所示，玻璃薄片(已經SC1清潔且 

隨後在400°C下於真空中加熱一個小時)接合至載具接合表 

面，該載具接合表面具有PFPTS表面改質層。此物件在真空 

試驗及SRD試驗以及至多600°C之熱製程中保全，而無玻璃 

薄片與玻璃載具之永久接合。

【0103】 表4-矽烷表面改質層之製程相容性測試

實例 載具 薄玻璃 真空 SRD 400C 600C
4a SC1,DDTS SCl,400C P P F F
4b SC1,TFTS SCl,400C P P P F
4c SC 1, PTS SCl,400C P P P P
4d SC 1, DPDS SCl,400C P P P P
4e SC 1, PFPTS SCl,400C P P P P

【0104】在以上實例4a至4e中，載具及薄片之每一者爲 

Eagle XG®玻璃，其中載具爲630微米厚的150 mm直徑SMF 

晶圓，且薄片爲100 mm平方100微米厚。矽烷層爲自組裝單 

層(self-assembled monolayer ； SAM)，且因此大約爲小於約 2 

nm厚。在以上實例中，SAM係使用具有芳基或烷基非極性尾 

部及單、二或三醇鹽頭部基團之有機矽烷產生。此等矽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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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上之矽醇表面反應，以直接連接有機官能基。非極性頭 

部基團之間的較弱相互作用組織出有機層。由於表面改質層 

之小厚度，幾乎不存在除氣之風險，該除氣可引起裝置製作 

之污染。另外，因爲在實例4c、4d及4e中表面改質層不呈 

現降級，所以又存在甚至更小的除氣風險。此外，如表4所 

指示，玻璃薄片之每一者係於在400°C下於真空中歷時一個小 

時之熱處理之前使用SC1製程來清潔。

【0105】 如自實例4a-4e之比較可見，將接合表面之表面能 

• 量控制至40 mJ/m2以上以便促進初始室溫接合並非爲產生受 

控接合之唯一考慮，該受控接合耐受FPD處理且仍允許薄片 

自載具移除而無破壞。確切言之，如自實例4a-4e所見，每一 

載具具有40 mJ/m2以上之表面能量，從而促進初始室溫接合 

以便物件在真空處理及SRD處理中保全。然而，實例4a及 

4b未順利完成600°C處理試驗。如以上所指出，對某些應用 

而言，對接合亦爲重要的是：在至多高溫（例如，＞400°C '＞500 

. °C或＞600°C，至多650°C，如對物件經設計來用於其中之製程

而言爲適當的）之處理中保全，而該接合不降級至其中其不足 

以將薄片及載具固持在一起之點，且亦控制在此等高溫下出 

現的共價鍵結，以便薄片與載具之間不存在永久接合。如藉 

由表4中之實例所示，芳族矽烷，尤其苯基矽烷適用於提供 

受控接合，該受控接合將促進初始室溫接合，且將耐受FPD 

處理並仍允許薄片自載具移除而無破壞。

[0106] 氟碳化合物表面改質層及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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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在接 

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另一實例爲：表面改質層 

薄膜自氟碳化合物氣源之混合物的沉積，且隨後藉由使用各 

種方法於表面改質層上形成基於氮之極性基團。

【0108】表面改質層可藉由氟碳化合物氣源之各種混合物之 

電漿聚合形成，以便提供各種表面能量，包括大於約50 mJ/m2 

之表面能量，如藉由擬合由S. Wu （1971）所開發適於三種不同 

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水）、十六烷（hexadecane ；

• HD）及二碘甲烷（di-iodomethane； DIM）之接觸角（CA）的理論模

型所計算。（參考文獻：S. Wu, J. Polym. Sci. C, 34, 19, 1971, 

下文稱爲「Wu模型」）。載具接合表面上大於約50 mJ/m2之 

表面能量對將載具接合至薄玻璃片有益，因爲其促進載具與 

薄玻璃片之初始室溫接合，且允許實現載具/薄玻璃片之FPD 

處理而其在製程中不會脫接合。在一些狀況下，取決於表面 

改質層組成物及沉積條件，具有此表面能量之表面改質層能 

. 夠允許藉由剝離而脫接合，甚至在至多約600°C且在一些狀況 

下甚至更高之溫度下處理載具及薄玻璃片之後如此。一般而 

言，源氣體包括蝕刻氣體及聚合物形成氣體之混合物。如以 

上結合第5圖所論述，蝕刻氣體可爲CF4，而聚合物形成氣 

體可爲C4F8。或者，如第13圖所示，蝕刻氣體可爲CF4 -而 

聚合物形成氣體可爲CHF3。如第5圖及第13圖兩者所示， 

一般而言，聚合物形成氣體之百分比愈低，所得接合表面之 

總表面能量502、1312愈高，其中總表面能量爲極性分量 

504、1314 （三角形資料點）及分散分量506、1316 （正方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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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點）之組合。在電漿聚合期間聚合物形成氣體（例如CHF3） 

之百分比可以類似方式藉由使用惰性氣體（例如Ar）來控制， 

以控制所得表面能量，如第13A圖所示，該圖展示以mJ/m2 

計之總表面能量。儘管不希望受理論約束，但惰性氣體可充 

當蝕刻劑、稀釋劑或兩者兼有。在任何情況下，顯然可藉由 

單獨的CHF3在氣流中無任何CF4的情況下改質載具玻璃之 

表面能量。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且 

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感 

• 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

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以上

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層。 

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度 、 

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而且，藉 

由控制膜性質，載具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然而， 

表面能量正是控制接合程度中的一個考慮。

【0109】受控接合或適度接合之程度可另外藉由控制用以達 

成所要表面能量之極性接合來調節。控制極性接合的一種方 

式爲將表面改質層（如上形成）暴露於另一處理以倂入極性基 

團，該另一處理例如藉由含氮電漿之處理。此種處理經由基 

於氮之極性官能基於薄表面改質層上之形成來增加黏著力 。 

在後續處理期間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 

引起永久共價鍵結，且因此能夠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 

薄片上之後續處理期間，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形成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之方法包括例如氮電漿處理（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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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d、k、1），氨電漿處理（實例5e、f、h-j），及氮/氫電漿處理

（實例5m）。

【0110】觀察到接合有用含氮電漿處理之表面改質層之薄玻 

璃片及玻璃載具在600°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附，亦即，其 

順利完成600°C溫度測試之部分（c）。此外，此適度接合足夠 

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程測試（2）及 

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而脫 

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 

• 複使用。表面改質層之氮電漿處理可獲得以下優點中之一或 

多者：高表面能量及低水接觸角，其在初始接合之後產生薄 

片與載具之間的強黏附，而氣泡缺陷最少（參見實例5b-f及

i-Ι ）:熱處理時缺陷形成之減少，其係歸因於表面改質層之改 

良熱穩定性（實例5c、5d、5k、51，亦即-用N2處理之樣本 

展現降低的氣泡形成，如視覺上所觀察）；及/或較容易的製程 

窗，因爲表面改質層之分離、其形成及處理均允許不同製程 

. 最佳化載具/表面改質層以及表面改質層/薄玻璃界面（實例

5b-f及h-m） °亦即，表面改質層之基礎材料及其自身之沉積 

製程可經調配以便最佳化表面改質層與載具接合表面之間的 

相互作用。隨後，獨立而言，在表面改質層於載具上之沉積 

之後，表面改質層之性質可藉由處理得以改質，以最佳化表 

面改質層與欲安置於其上之薄片之相互作用。

【0111】 在以下表5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膜 

沉積於玻璃載具上。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 

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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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表面改質層沉積之前，使用SC1 

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載具。在Oxford 

Plasmalab 380感應耦合電漿（ICP）系統中沉積膜，該系統於線 

圈及平台兩者上皆具有13.56 MHz RF源，且平台溫度固定於 

30C下。在具有三極體電極組態模式之STS多工PECVD設備 

（可購自SPTS, Newport, UK）中執行用於樣本5a-5j之表面改 

質層之氮及氨電漿處理，其中載具置放於加熱至200C之平台 

上，將指定瓦特數之380 kHz RF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

• 上方安置有噴淋頭，將指定瓦特數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 

於該噴淋頭。對施加於Oxford ICP及STS PECVD兩者中之能 

量而言，將數値展示爲#/#W ＞其中斜線之前的數値爲施加於 

頂部電極（ICP上之線圈或PECVD上之噴淋頭）之瓦特數，且 

斜線之後的數値爲施加於平台之瓦特數。在僅展示一個數値 

的情況下，此數値係針對頂部電極。氣體進入腔室中之流率 

如表5所示（流率係計爲每分鐘之標準立方公分數一—seem）。

. 因此，例如，表5之「表面處理」欄中對實例5g之記法解讀

如下：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30 seem之CF4、10 seem之

C4F8及20 seem之H2 —起流入具有5 mTorr之壓力的腔室 

中；將10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線圈，將50 W之

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之30C平台；且沉 

積時間爲60秒。表面處理欄中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 

式解讀。另舉一例，在「電漿處理」欄中，對實例5h中之處 

理之記法解讀如下：在根據實例5h之表面處理欄中之參數形 

成表面改質層之後，隨即將100 seem之NH3供應至具有1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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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壓力及200°C之溫度的STS PECVD腔室；將100 W之13.56

MHz施加於噴淋頭；且進行處理30秒。「電漿處理」欄中對 

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即極性分量 

及分散分量係藉由擬合適於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 

去離子水（水）、十六烷（HD）及二碘甲烷（DIM））之接觸角（CA） 

之Wu模型、以mJ/m?（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

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量（Τ） θ
表5-氟碳表面改質層及其處理 妾觸角 表面能量

實 
例

用以形成表面改質層（SML） 
之表面處理

SML之電漿處理 水
CA

HD
CA

DIM
CA

D
(mJ/m2)

P
(mJ/m2)

T 
(mJ/m2)

5a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OO/5OW 60s

■fnr 欺 65.96 48 67.2 26.99 1&5 45.49

5b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00/50W 60s

50N2 5mT 1000/50W 25C 
10s+50H2 5mT 1000/50W 
25C 10s

13.5 20.4 48.4 36.24 39.59 75.33

5c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00/50W 60s

50N2 5mT 1000/50W 25C
30s

12.4 20」 45.6 37.5 39.3 76.8

5d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00/50W 60s

50N2 5mT 1000/50W 25C
10s

13.87 22.27 48.13 36.33 40.12 76.45

5e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00/50W 60s

100NH3 lOOOHe 1 托 50W
200C 60s

4.2 15.27 39.1 40.57 39.23 79.8

5f 30CF4 10C4F8 20H2 5mT
1500/50W 60s

100NH3 1 托 300W 200C
60s

4.8 5.6 37 41.51 38.83 80.34

5g 30CF4 10C4F8 20H2 5mT
1000/50W 60s

Λ 八'、 79.8 60」 73」 23.3 12.9 36.2

5h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 60s

100ΝΗ3 1 托 100W 200C
30s

3135 2 27.6 37.37 64.95

5i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 60s

100NH3 1 托 300W 200C
60s

15.4 16.8 40.8 39.8 37.7 77.5

5j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 60s

100NH3 lOOOHe 1 托 50W
200C 60s

15.2 19.9 42 39.2 37.9 77.1

5k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60s

50N2 5mT 800/50W 25C 10s 13.4 12」 46.4 37.1 39.2 76.3

51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 60s

50N2 5mT 800/50W 25C 60s 16.3 7.9 51 34.9 39.4 74.3

5m 30CF4 10C4F8 5mT
1000/50W 60s

12N2 50H2 lOmT 800/50W
25C 60s

72.8 57.4 69.2 26.1 15.2 413

【0112】 在表5之實例5b-5f及5h-51中，基於氮之極性基團

形成於表面改質層上，其中此等極性基團在載具與薄片（例 

如，玻璃載具與玻璃薄片）之間產生適度黏著以產生暫時接

44



201529511

合，該暫時接合足夠強以在FPD處理中保全，但足夠弱以允 

許脫接合。在處理之後，表面改質層之表面上的極性基團濃 

度大於表面改質層本體中之彼極性基團濃度。

[0113] 藉由NH3電漿之處理之實例（5e、f及h-j）。

[0114] 在ICP電漿系統中，在5mT下利用1500W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0 seem C4F8、20 seem H2 

沉積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5a），且在5mT下利用 

1000W 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0 seem

• C4F8、20 seem H2沉積另一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

5g）。未處理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量展示於表5中。將樣本轉 

移至STS PECVD系統，且利用表5中列出之條件暴露於氨電 

漿（實例5e、5f、5h-j）。如藉由Wu方程式利用DI水及十六 

烷所量測的表面張力取決於氨電漿條件而自約40 mJ/m2增加 

至約65-80 mJ/m2。使薄玻璃片接合至此等NH3電漿改質樣 

本之每一者。在600°C溫度測試之後，視覺上觀察到氣泡區域 

. 幾乎無變化（未執行正式的除氣試驗），且所有此等樣本中之薄 

玻璃片易於由手來脫接合。

[0115】 藉由N2電漿之處理之實例（5c、d、k、1）。

【0116】 在ICP電漿系統中，在5mT下利用1500W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 0 seem C4F8、20 seem H2 

沉積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5a），且在5mT下利用 

1000W 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0 seem

C4F8、20 seem H2沉積另一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

5g）。未處理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量展示於表5中。在ICP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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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利用表5中列出之條件將樣本5c、d、k、1進行N2電漿 

原位處理。表面能量取決於電漿條件而自約40 mJ/m2增加至 

超過70 mJ/m2。使薄玻璃片接合至此等樣本之每一者。所有 

樣本之薄玻璃片在600°C溫度測試之後易於由手來脫接合。

【0117】 藉由同時N2及H2電漿之處理之實例（5m）=

【0118] 在ICP電漿系統中，在5mT下利用1000W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0 seem C4F8、20 seem H2 

沉積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5g）。未處理氟聚合物膜之

• 表面張力展示於表5中。在ICP系統中利用表5中列出之條

件使樣本5 m經受同時的N2+H2電漿原位處理。未展示出不 

同於未處理氟聚合物膜之表面能量。

【0119】 藉由順序N2及H2電漿之處理之實例（5b）。

【0120】 在ICP電漿系統中，在5mT下利用1500W線圈及 

50W 平台 RF 功率自 30 seem CF4、1 0 seem C4F8、20 seem H2 

沉積適度表面能量SML （對照實例5a）。未處理氟聚合物膜之 

. 表面能量展示於表5中。隨後在ICP系統中利用表5中列出

之條件使此樣本經受順序N2及H2電漿原位處理。表面能量 

升高至超過70 mJ/m2。此値類似於利用氨電漿或氮電漿獲得 

之値。將薄玻璃片接合至此樣本，且經歷600°C溫度測試，此 

後，薄玻璃片可自載具脫接合，亦即，此樣本順利完成600 

七處理測試之部分（c）。

【0121】XPS資料揭露氨電漿處理及氮電漿處理對表面改質 

層之影響。特定而言，氨電漿處理粗略地使表面改質之碳含 

量減半J且減小氟濃度約四分之一倂增加約0.4 at%氮。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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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矽、氧及其他玻璃成分增加，此與氨電漿移除氟聚合物同 

時將小量氮物質增加至表面一致。氮電漿處理將氮含量增加 

至2 at%，而且類似於氨使碳含量及氟含量減小。矽、氧及其 

他玻璃成分亦增加，此與膜厚度之減小一致。因此，證實氨 

電漿處理及氮電漿處理將極性基團添加至表面改質層，而且 

減小表面層厚度。表面改質層之所得厚度通常小於20nmo因 

此，有效表面改質層將通常平衡表面改質層厚度與後續表面 

處理時間來達成受控接合。

• [0122] 如上所述根據表5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之薄玻璃片爲

由Corning® W订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硼矽酸鹽 

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且 

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漿 

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Willow® 

玻璃。

【0123】 在表5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24】 在表3及5之實例中證明：小於20 nm厚之電漿聚 

合氟聚合物表面改質層之使用控制玻璃接合表面之接合能 

量。玻璃薄片與此種其上具有表面改質層之玻璃載具之初始 

接合類似於將玻璃接合至玻璃：接合前端由於薄片與經塗佈 

玻璃載具之間的強的相互吸引而快速地移動。此相互吸引之 

物理成因爲在具有或不具有氫鍵結分子水的情況下，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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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之極性基團（幾乎爲矽醇基）與載具之表面改質層上之極 

性基團之間的偶極-偶極（Keesom）相互作用。然而，氟聚合物 

表面改質處理阻止在有關於裝置製作的至多600°C之溫度下 

薄片與載具之永久接合。爲對較厚玻璃之低產量酸薄化提供 

強製成本優點，載具必須爲可重複使用的。此爲使用氟化表 

面改質層時之關注點，因爲氟聚合物沉積製程蝕刻載具表 

面。雖然已利用彼等表面改質層證明載具之重複使用，但表 

面粗糙度自0.3 nm增加至約1.2nmRa。粗糙度之此種增加可

• 由於限制接合區域以致減少接合能量（已在表面改質層之沉 

積、移除及再沉積之後重複使用的載具上之接合能量）而影響 

載具可重複使用性。此外，表面粗糙度增加可因不符合對引 

入玻璃之粗糙度之規範而限制在其他應用中之載具重複使 

用，該等其他應用諸如使用載具自身作爲顯示基板之應用。 

亦已觀察到：在將一對接合薄玻璃片及載具於＞300°C之溫度 

下退火之後，已於薄玻璃片之接合表面側上誘導粗糙度。薄

. 片接合表面上之增加粗糙度可能係由於薄玻璃接合表面藉由 

來自表面改質層處理的載具接合表面之脫附含氟氣體的蝕 

刻。在一些狀況下，接合表面之粗糙度之此種增加不爲連續 

的。在其他情況下，儘管粗糙度增加較小，但此種增加可爲 

不可接受的，因爲其可限制例如載具之重複使用。另外，可 

存在不期望在某些製造操作中使用氟化氣體之原因，例如健 

康及安全性。

【0125】 因此，可存在以下情況，其中合乎需要是使用替代 

極性接合來產生足夠的表面能量（例如，如以上結合表5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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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所論述，＞ 50 mJ/m2） ＞以用於產生受控接合，亦即，足 

夠強以在FPD處理中保全，但允許薄片與載具分離而無破壞 

（甚至在高溫處理之後，例如在400°C以上或600°C以上之處理 

之後）之接合。因此，發明人探查替代方式來形成適合極性接 

合，該等極性接合可用於薄片與載具之受控接合。

[0126】 發明人探查到：使用痙聚合物或更通常碳質層將可 

利用來蝕刻玻璃，該碳質層使得幾乎沒有或沒有氟。然而， 

必須克服若干關鍵挑戰。對碳質層與玻璃接合而言，碳質層

• 表面能量應大於約50 mJ/m2 ο爲提供足夠強以在濕式處理中 

保全而在薄片與載具之間沒有液體滲浸之接合，在一些情況 

下，碳質表面改質層應具有65 mJ/m2或更高之表面能量。在

65 mJ/m2下，載具（用於接合至薄玻璃片）之表面能量足以阻 

止在後續處理期間載具與薄片之間的液體（例如水）滲浸。利用 

約50 mJ/m2之表面能量，與薄玻璃片之接合可足以適於大多 

數FPD處理，但可需要熱處理來阻止液體滲浸。確切言之， 

. 瘵層之極性分量必須增加以便達成直接與薄玻璃片之矽醇基

的或藉由氫鍵結分子水介導的強偶極-偶極接合。碳質層亦應 

展現熱、化學及真空相容性，以便其將適用於載具-薄片材物 

件'該物件將經歷至少非晶矽（amorphous silicon ； aSi） TFT、 

濾色器（CF）或電容性觸控裝置製作製程。此似乎爲可能的， 

因爲如聚乙烯之脂族瘵在惰性氣氛中展現大的熱穩定性。不 

同於可在某些情況下解聚的氟聚合物，HDPE只是炭化。儘管 

HDPE可炭化，但若聚合物之厚度足夠低，仍可透過其進行觀 

看。最後一關注點爲：機械穩定性及濕式製程相容性似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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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可利用單獨凡得瓦力所達成之黏著更高的黏著。應明白 

的是，約25 0 mJ/m2至約275 mJ/m2接合能量對在使用玻璃 

薄片的情況下、在濕式超音波處理中保全而言爲有益的。此 

種大的接合能量可歸因於粒子及邊緣缺陷 > 而非接合製程之 

基本要求。在最佳接合下，兩個清潔玻璃表面可產生約150 

mJ/m2之接合能量。需要一些共價鍵結來達成250-275 mJ/m2 

接合強度。

【0127】表6-12之實例中探查的表面改質層爲基於不含氟下 

• 源材料之有機表面改質層。如將在以下更詳細地描述，可在 

玻璃載具上產生非晶形瘵層（或僅僅爲碳質層）（表6），但表面 

能量未對清潔玻璃表面產生用以在FPD製程中保全的足夠黏 

著。此並不意外，因爲基於甲烷及氫之有機表面改質層不含 

強極性基團。爲增加可利用於接合至薄玻璃片之極性基團， 

在電漿聚合期間增加額外氣體，且可達成足夠的表面能量（表 

7）。然而，儘管在一些狀況下可達成足夠的表面能量，但此單 

. 步製程涉及在獲得源材料之適當混合物方面的一定量之複雜

性。因此，開發兩步製程，其中：在第一步驟中，形成表面 

改質層（例如，類似於表6之實例中進行此步驟之方式，自兩 

種氣體形成）；然後，在第二步驟中，以各種方式處理表面改 

質層來增加可利用於接合至薄玻璃片之表面能量及極性基 

團。儘管更多步驟，但此製程對管理來獲得合乎需要結果而 

言較不複雜。處理增加將接合至薄片之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處 

的極性基團。因此，極性基團可利用於將碳質層接合至薄片， 

儘管表面改質層之本體可在一些情況下不含有極性基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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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初始表面改質層之各種方式在表8-12之實例中探查 > 其 

中：在表8之實例中，用NH3處理表面改質層；在表9之實 

例中，用N2處理表面改質層；在表10之實例中，順序地用

N2隨後H2處理表面改質層；表11之實例，順序地用N2-O2 

且隨後用N2處理表面改質層；在表12之實例中 > 用N2-O2 

處理表面改質層；以及在表12之後的替代實例中，單獨用

02處理表面改質層。此等實例展示氮及氧極性基團之使用， 

但其他極性基團可爲可能的。

• 【0128】 利用煙（例如，甲烷CH4）及視需要氫（例如，H2）形

成碳質表面改質層

【0129】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覆蓋 

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輕基之另一實例爲表面改質層薄膜自含碳 

氣體（例如，埋氣體，例如甲烷）之沉積，在電漿聚合期間視需 

要連同另一氣體（例如，氫H2） —起使用。然而，在大多數狀 

況下，氫氣流爲較佳的，因爲在其他情況下，沉積材料趨向 

. 於爲石墨的、暗色的且具有低的能帶隙。此點在表6-12及16

之全部碳質表面改質層實例中爲相同的。表面改質層可在大 

氣壓或減壓中形成，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 

如DC或RF平行板、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

（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 

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 

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 

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

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由控制膜性質，接合表面之表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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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獲調節。表面能量可經調節以便控制接合之程度，亦即， 

以便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之後續處理期間，阻 

止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永久共價鍵結。

[0130】 在以下表6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膜 

沉積於玻璃載具上。在表6之實例中探查的沉積參數爲：氣 

體比（甲烷:氫）；壓力、ICP線圈及RF偏置功率。玻璃載具係 

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 

購自 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膜沉

• 積之前，使用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

載具。在 Oxford Plasmalab 3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感應耦合電漿（ICP）工具中沉積膜，其中載具 

置放於平台上，將指定瓦特數（在「RF偏置」欄中指出）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指定 

瓦特數（在「線圈」欄中指出）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 

圈。甲烷源（CH4）及氫源（H2）進入腔室中之流率分別如CH4 

. 及H2欄所示（流率係計爲每分鐘之標準立方公分數-seem）。

使CH4及H2氣體一起流動。亦在「H2/CH4j欄中展示H2:CH4 

源氣體之比率，且在「壓力」欄中展示腔室之壓力（以mTorr 

計）。因此，例如，表6中對實例6a之記法解讀如下：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6.7 seem之CH4及33.3 seem之H2 —起流入 

具有20 mTorr之壓力的腔室中；將1500 W之13.5 MHz RF 

能量施加於線圈，且將30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 

上置放有載具之平台。對所有沉積而言，平台溫度爲30C ο 

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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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欄「w」中所示）、 

十六烷（欄「H」中所示）及二碘甲烷（欄「DIM」中所示））之接 

觸角（CA）及Wu模型、以mJ/m2（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 

對表面能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

量（T）。

表6-自甲烷及甲烷/氫源氣體形成表删質層

實例 源氣體 腔室條件 接觸角 表面能量
（mJ/mA2）

H2/CH4 CH4 H2 壓力 
(mtorr)

RF偏置 
（W）

線圈
（W）

W Η DIM D P T

6a 5 6.7 33.3 20 300 1500 85.2 4.6 40.9 32.87 7.61 40.48
6b 0 40.0 0.0 5 300 1500 72 4.47 35.33 33.92 13.31 47.23
6c 0 40.0 0.0 20 300 750 79.7 3.8 40.63 32.95 9.97 42.92
6d 5 6.7 33.3 20 50 750 82.37 3.47 40.6 32.95 8.82 41.77
6e 0 40.0 0.0 20 50 1500 82.27 4.5 44.07 32.24 9.03 41.27
6f 2.5 11.4 2&6 12.5 175 1125 81.67 4.67 38.53 33.33 9 42.33
68 2.5 11.4 28.6 12.5 175 1125 72.5 4.37 41.53 32.76 13.36 46.12
6h 5 6.7 33.3 5 50 1500 72 4.8 34.97 33.97 13.3 47.27
6i 0 40.0 0.0 5 50 750 73.17 3.73 34.57 34.06 12.71 46.77
6j 5 6.7 33.3 5 300 750 66.3 3.7 36.07 33.79 16.15 49.94

【0131】 實例6a-6j之表面能量自約40 mJ/m2改變至約50

mJ/m2»然而，基本上，此等實例之表面能量小於約50 mJ/m2（^ 

爲適合於可控制地將玻璃載具接合至玻璃薄片）。表面改質層 

之厚度爲約6 nm。此等實例在載具與薄玻璃片之間不產生在 

• FPD製程中保全之足夠黏著，亦即，在真空測試期間觀察到 

該載具及該薄玻璃片起泡，且在濕式製程測試期間觀察到具 

有熱水滲浸。

【0132】 儘管此等表面改質層自身不適用於接合至薄玻璃 

片，但其可用於其他應用，例如，將聚合物薄片施加至玻璃 

載具，以用於將電子或其他結構製程至薄聚合物片材上，如 

以下論述。替代地，薄片可爲具有聚合物表面之複合物片材， 

該聚合物表面可接合至玻璃載具。在此情況下，複合物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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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括玻璃層，該玻璃層上可安置電子或其他結構，而聚合 

物部分形成用於與玻璃載具之受控接合的接合表面。

【0133] 在表6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34】利用非氟化源之混合物的表面改質層之單步形成

【0135】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覆蓋 

• 接合表面上之表面瘵基之另一實例爲表面改質層薄膜自非氟 

化氣源（包括含碳氣體，例如瘵）之混合物之沉積。表面改質層 

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 

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 

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 

可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 

出，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 

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 

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由控制膜性質，接合表面 

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表面能量可經調節以便控制接合之程 

度，亦即，以便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之後續處 

理期間，阻止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永久共價鍵結。

【0136】 在以下表7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膜 

沉積於玻璃載具上。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 

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膜沉積之前，使用SC1及/或S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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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載具。在 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感應耦 

合電漿（ICP）組態模式中沉積膜，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 

指定瓦特數（在「RF偏置」欄中指出）之13.56 MHz RF能量施 

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 > 將指定瓦特數（在「線 

圈」欄中指出）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甲烷 

（CH4）、氮（N2）及氫（H2）源氣體進入腔室中之流率分別如 

CH4、N2及H2欄所示（流率係計爲每分鐘之標準立方公分數

• -seem）。使CH4、N2及H2氣體一起流動。亦在「N2/CH4」 

欄中展示N2:CH4源氣體之比率，且在「壓力」欄中展示腔室 

之壓力（以mTorr計）。因此，例如，表7中對實例7g之記法 

解讀如下：在Oxford 380 ICP設備中，使15.4 seem之CH4、 

3.8 seem之N2及30.8 seem之H2 —起流入具有5 mTorr之壓 

力的腔室中；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 

且將5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之平

. 台。對表7中之所有樣本而言，平台溫度爲30C ο對剩餘實 

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三種不同 

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欄「W」中所示）、十六烷（欄

「H」中所示）及二碘甲烷（欄「DIM」中所示））之接觸角（CA） 

及Wu模型、以mJ/m2 （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 

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量（T）。 

另外，「厚度」欄中展示根據對彼特定實例所指出之條件沉 

積的表面改質層之厚度値（以埃計）。

表7-利用甲烷、氮及氫形成表面改質層

實 源氣體 腔室條件 接觸角 表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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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mJ/mA2)
N2/C
H4

CH
4

N2 H2 壓力
(mtorr)

RF偏 
置(W)

線圈
(W)

W H DIM D P T 厚度
(A)

粗糙度
(A)

7a 0 50.0 0.0 0.0 5 50 1500 77.9
3

3.93 37.1 33.5
1

10.6
5

44.2
4

70.4 108

7b 0.25 40.0 10.
0

0.0 5 50 1500 42.5
3

4.03 36.2
7

31.7
5

28.7
3

62.4
8

50.3 12.6

7c 0.5 33.3 16.
7

0.0 5 50 1500 41.7 4.27 35.7
3

33.8
5

23,1
1

62.9
6

60.5 0.1

7d 1 25.0 25.
0

0.0 5 50 1500 36.0
7

4.43 51.1
7

30.7
6

33.3
6

64.1
2

58.6 0.62

7e 4 10.0 40.
0

0.0 5 50 1500 41.7
7

23.0
3

45.8
3

30.5
8

30.3
9

60.9
7

59.4 2.3

7f 0 16.6 0.0 31.
2

5 50 1500 75.8
7

4.57 29.2
3

34.9
4

11.2
4

46.1
8

52.2 14.5

7g 0.25 15.4 3.8 30.
8

5 50 1500 44.4 3.63 59.9
7

28.8
7

29.7
4

58.6
1

51.47 13.2

7h 0.5 14.3 7.1 2&
6

5 50 1500 34 4.33 34.3
7

34.0
8

32.8
8

66.9
6

52.6 9

7i 1 12.5 12.
5

25.
0

5 50 1500 38.6
3

3.93 34.3
3

34」

1
30.5

5
64.6

6
58 0.434

7j 4 7.1 2&
7

14.
2

5 50 1500 33.7 4.57 33.6 34.2
2

32.9
8

67.2 58.6 1.86

【0137】 實例7a展示孤獨自甲烷製成的表面改質層。在此等 

沉積條件下，甲烷形成的表面改質層於載具上達成僅約44 

mJ/m2之表面能量。儘管其不處於用於玻璃至玻璃受控接合之 

所要水準，但其可適用於將聚合物接合表面接合至玻璃載具。

【0138】 實例7b至7e展示在N2:CH4之各種比率下、自甲 

烷及氮之電漿聚合製成的表面改質層。在此等沉積條件下， 

甲烷-氮形成的表面改質層於載具上達成約6 1 mJ/m2 (實例7e) 

至約64 mJ/m2 (實例7d)之表面能量。此等表面能量足以將薄 

玻璃片可控制地接合至玻璃載具。

【0139】 實例7f展示自甲烷及氫(H2)之電漿聚合製成的表面 

改質層。在此等沉積條件下-甲烷-氫形成的表面改質層於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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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上達成約60 mJ/m2之表面能量，該表面能量足以將薄玻璃 

片可控制地接合至玻璃載具。

【0140】 實例7g至7j展示自甲烷、氮及氫之電漿聚合製成 

的表面改質層。在此等沉積條件下，甲烷-氮-氫形成的表面改 

質層於載具上達成約58 mJ/m2 （實例7g）至約67 mJ/m2 （實例 

7j）之表面能量，該表面能量足以將薄玻璃片可控制地接合至 

玻璃載具。

【0141】 觀察到接合有用根據實例7b至7j形成的表面改質

• 層之薄玻璃片及載具在450°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附，亦 

即，其順利完成400°C溫度測試之部分（c）。脫接合允許薄玻 

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0142】 根據表7之實例（7b至7j）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 

玻璃片爲由Corning® Wil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 

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且具有100' 13 0及1 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 

■ 使用氧電漿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

潔 Willow®玻璃。

【0143】 在表7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44】 表7之實例之表面改質層在單步製程中形成。亦 

即，適當表面能量及極性基團包括係藉由在適當條件自氣體 

之選擇混合物沉積表面改質層而達成。儘管達成適當氣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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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但製程涉及實現適當氣體混合物方面的一定量之複雜 

性。因此，欲尋找較簡單製程。假設適當表面能量及適當極 

性基團可自兩步製程達成，其中每一步驟將爲簡單及穩定 

的。確切言之，假設在第一步驟中，將沉積碳質表面改質層， 

而在第二步驟中，表面改質層將經處理以增加表面能量且產 

生用於受控接合之適當極性基團，其中極性基團可更集中於 

將與薄片接合之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處，而不使極性基團處於

本體材料中。根據表6之實例，獲知壓力及線圈功率對表面 

• 能量具有最大影響。此外，獲知膜之厚度呈現爲隨偏置增加

及壓力減小而增加。因此，根據此等結果，對用以增加表面 

能量且倂入極性基團之處理之進一步探查而言，選擇爲起始

點的是：20 seem CH4 40 seem H2 5mT 1500/50W 60s 之非晶

形瘵聚合物表面改質層沉積製程，該製程產生厚度爲約6.5 

nm之碳質表面改質層。對基礎表面改質層而言，在第二步驟 

中執行各種處理，如表8-11之實例中所列明，以便改質欲接 

. 合薄片之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處的極性基團及其濃度。儘管用

於表面改質層之起始材料及處理材料之特定實例在以下論 

述，通常，碳質層由含碳源形成，且隨後藉由後續處理增加

極性基團。類似地，儘管經由實例展示特定極性基團，其他 

極性基團可爲可能的。

【0145】極性基團藉由NH3處理引入至碳質表面改質層

【0146】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於該

接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另一實例爲薄表面改質

層膜自碳源（例如，甲烷（含碳氣源））及自氫H2之沉積，接著

58



201529511

剛剛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氮處理。氮處理可利用例如氨電漿 

處理來執行。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 

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 

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 

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 

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 

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膜厚度、密度及 

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由控制膜性 

• 質，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在後續氨電漿處理期間

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引起永久共價鍵 

結，且因此能夠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之後續處 

理期間，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0147】 在以下表8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表 

面改質層膜沉積於玻璃載具上。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膜沉積之前，使用

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載具。在

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中以感應耦合電漿（ICP）組態模式沉積表面處 

理，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指定瓦特數之13.56 MHz RF 

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指定瓦特數 

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所對施加能量而言，更 

通常，將數値展示爲#/#W，其中斜線之前的數値爲施加於線 

圈（噴淋頭）之瓦特數，且斜線之後的數値爲施加於平台之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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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在僅展示一個數値的情況下，此數値係針對線圈。氣體 

進入腔室中之流率如表8所示（流率係計爲每分鐘之標準立方 

公分數一一seem）。在表面改質層（SML）之電漿處理期間，腔 

室之溫度爲30°C。因此，例如，表8之「表面處理」欄中對 

實例8a之記法解讀如下：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40 seem 

之CH4流入具有5 mTorr之壓力的腔室中；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將5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 

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之平台；腔室處於30°C之溫度下；且沉

• 積時間爲60秒。表面處理欄中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

式解讀，例外之處在於表面處理係於STS多工PECVD （可購 

自SPTS, Newport, UK）中執行。載具置放於保持在200C下之 

接地電極上，且經由13.56 MHz RF驅動噴淋頭引入氣體。另 

舉一例，在「電漿處理」欄中，對實例8a中之處理之記法解 

讀如下：在根據實例8a之表面處理欄中之參數形成表面改質 

層之後，隨即將100 seem之NH3供應至具有1托之壓力及 

. 200°C之溫度的腔室；將300 W之13.56 MHz RF施加於噴淋

頭，且進行處理60秒。「電漿處理」欄中對剩餘實例之記法 

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三種不同試驗液體 

（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十六烷（H）及二碘甲烷（DIM））之接觸 

角及Wu模型、以mJ/m2（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對表面 

能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量（T）。
表8-甲烷及甲烷/氫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氨處理

實例 表面層沉積 電漿處理 接觸角 表面呢量
（mJ/m"2）

W Η DIM D P T
8a 40CH4 5mT 1500/50W

60s
100NH3 1 托 300W

200C 60s
13.4 3.77 42.2 32.63 41.36 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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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40CH4 5mT 1500/50W
60s

100NH3 lOOOHe 1 托
50W 200C 60s

3&63 3.33 24.27 35.69 29.95 65.64

8c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100NH3 1 托 300W
200C 60s

20.93 3.07 37.07 33.62 3&63 72.25

8d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100NH3 lOOOHe 1 托
50W 200C 60s

43.9 3.37 2&47 35.08 27.51 62.59

【0148】 實例8a及8b展示電漿聚合瘵表面改質層，其隨後 

用含氮氣體（氨）處理。在實例8a的狀況下，氨自身使用300 W 

之功率，而在實例8b中，氨用氨稀釋且在50W之較低功率下 

進行聚合。然而，在每一狀況下，在載具接合表面上獲得足 

夠的表面能量，以允許其可控制地接合至薄玻璃片。實例8c
• 及8d展示電漿聚合瘵表面改質層，其係藉由含煙氣體（甲烷） 

及含氫氣體（H2）形成，且隨後用含氮氣體（氨）後續處理。在實 

例8c的狀況下，氨自身使用300 W之功率，而在實例8d中， 

氨用氨稀釋且在50W之較低功率下進行聚合。觀察到接合有 

用根據實例8a-8d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薄玻璃片及載具在450

°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附，亦即，其能夠在400°C溫度測試 

之部分（c）中保全。不對此等樣本執行除氣測試。此外，此等

. 實例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程測 

試（2）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施

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及載 

具之重複使用。

【0149】根據表8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玻璃片爲 

由Corning® W订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硼矽酸鹽 

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且 

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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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Willow® 

玻璃。

【0150】 在表8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51】極性基團藉由N2處理引入至碳質表面改質層

【0152】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於該

• 接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另一實例爲表面改質層

薄膜自碳源（例如，含碳氣體，例如甲烷）及自氫H2之沉積， 

接著剛剛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氮處理。用以在表面改質層上 

形成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之氮處理可藉由利用N2氣體之電漿 

處理來執行。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 

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 

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 

. 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 

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 

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 

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 

由控制膜性質，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在後續電漿 

處理期間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引起永 

久共價鍵結，且因此能夠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 

之後續處理期間，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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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3】 在以下表9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對沉積於玻璃 

載具上之電漿聚合膜氮處理。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表面改質層沉積之 

前，使用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清潔載具。 

在 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中以感應耦合電漿（ICP）組態模式沉積表面改 

質層，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50W之13.56 MHz RF能

• 量施加於該平台 ' 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使20 seem之甲烷（CH4）及40 

seem之氫（H2）流入處於5 mTorr之壓力下的腔室中。表面處 

理時間爲60sec，且對表9所列的所有樣本而言，平台溫度爲 

30C。在先前沉積之後，表面改質層用氮處理。確切言之，在 

處理期間，將指定瓦特數（在「RF偏置」欄中指出）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指定瓦特數

. （在「線圈」欄中指出）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

N2以40 seem之速率流入腔室中歷時表中所列的時間（計爲秒 

-s）。因此，例如，表9中對實例9a之氮處理之記法解讀如下： 

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40 seem之N2流入具有5 mTorr之 

壓力的腔室中；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 

頭；且將30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 

之平台，將該平台溫度控制至30C ；且處理進行10秒。對剩 

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三種 

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欄「W」中所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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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烷（欄「HD」中所示）及二碘甲烷（欄「DIM」中所示））之接 

觸角（CA）及Wu模型、以mJ/m2 （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 

對表面能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

量（T）。

表9-甲烷/氫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氮處理

腔室條件 接觸角 表面能量（mJ/mA2）
實例 時間 

（s）
壓力 

(mtorr)
RF 
偏置 
(W)

線圈 

（W）
W HD DIM D P T

9a 10.0 5 300 1500 42.67 4.8 37.83 33.46 2&73 62.19
9b 60.0 5 50 1500 40.43 4.8 37.57 33.51 29.91 63.42
9c 60.0 5 300 750 40.87 4.87 35.47 33.87 29.51 63.38
9d 35.0 12.5 175 1125 4&07 5.23 37.03 33.59 25.86 59.45
9e 35.0 12.5 175 1125 41.23 5.33 35.87 33.79 29.39 63.18
9f 60.0 20 300 1500 41.67 4.93 44.93 32.05 29.87 61.92
9g 10.0 20 50 1500 43.7 5.37 35.5 33.86 2&06 61.92
9h 10.0 5 50 750 54」3 4.67 36.33 33.73 22.54 56.27
9i 60.0 20 50 750 57.6 5.3 39.7 33.08 20.88 53.96
9j 10.0 20 300 750 52.6 4.43 37.77 33.47 23.43 56.9

【0154】 實例9a-9j展示各種條件可用於甲烷/氫形成的表面

改質層之氮處理'藉以可獲得各種表面能量，亦即，自約53 

mJ/m2 （實例9i）至約63 mJ/m2 （實例9b）之表面能量，該等表 

面能量適合於接合至薄玻璃片。在氮處理之後獲得的此等表 

• 面能量自約42 mJ/m2 （由形成自甲烷-氫電漿聚合之基礎層獲 

得）增加。觀察到接合有用根據實例9a-9j形成的表面改質層 

之薄玻璃片及載具在450°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附，亦即， 

其順利完成400°C溫度測試之部分（c）。不對此等樣本執行除 

氣測試。此外，此等實例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 

測試（1）、濕式製程測試（2）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 

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 

作的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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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根據表9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玻璃片爲 

由Corning® Willow®玻璃製成之基板5該玻璃爲鋁硼矽酸鹽 

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且 

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漿 

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Willow® 

玻璃。

【0156】 在表9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57】 極性基團藉由順序N2隨後H2處理引入至碳質表面 

改質層

【0158】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於該 

接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另一實例爲表面改質層 

薄膜自碳源（例如，甲烷（含碳氣體））及自氫H2之沉積，接著 

. 剛剛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順序氮隨後氫處理。表面改質層之 

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 

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 

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 

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 

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 

制可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 

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由控制膜性質，接合表面之表 

面能量可獲調節。在後續電漿處理期間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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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引起永久共價鍵結，且因此能夠在執 

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之後續處理期間，控制薄片與 

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0159】 在以下表10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對沉積於玻璃 

載具上之電漿聚合膜處理（利用氮及隨後順序地利用氫）。玻璃 

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 

璃（可購自 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 

膜沉積之前，使用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

• 清潔載具 ° 在 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中以感應耦合電漿（ICP）組態模 

式沉積膜，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50W之13.56 MHz RF 

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1500 W之

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使20 seem之甲烷（CH4）及 

40 seem之氫（H2）流入處於5 mTorr之壓力下的腔室中。表面 

處理時間爲60sec，且對表9所列的所有樣本而言，平台溫度

. 爲30C。在先前沉積之後，表面改質層順序地用氮且隨後用 

氫處理。確切言之，在每一狀況下，對氮處理而言：使40 seem

之N2流入腔室中，將1500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 

腔室；該腔室處於5 mTorr之壓力下；將50 W之13.56MHz RF

能量施加於平台；且處理進行60秒。隨後，在氫處理期間， 

將指定瓦特數（在表10之「RF」欄中指出）之13.56 MHz RF 

能量施加於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指定瓦特數（在

「線圈」欄中指出）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H2 

以40 seem之速率流入腔室中歷時表中所列的時間（計爲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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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因此，例如，表10中對實例10a之氫處理（在薄膜沉積 

及如上所述的其N2處理之後進行）之記法解讀如下：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40 seem之H2流入具有20 mTorr之壓力的腔 

室中；將75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且將5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之平台；且處 

理進行15秒。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 

量係藉由使用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去離子水（欄

「W」中所示）、十六烷（欄「H」中所示）及二碘甲烷（欄「DIM」

• 中所示））之接觸角（CA）及Wu模型、以mJ/m2 （毫焦耳每平方 

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

（D）'以及總能量（T）。

表10-甲烷/氫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順序氮、隨後氫處理

實例 腔室條件 接觸角 表面能量（mJ/mA2）
時間

（s）
壓力
(mT)

線圈
（W）

RF
(W)

w H DIM D P Τ

10a 15.0 20.0 750.0 50.0 36.67 14.63 45.73 31.39 32.71 64.1
10b 15.0 5.0 750.0 300.0 41.57 4.73 40.8 32.89 29.53 62.42
10c 60.0 5.0 750.0 300.0 43.1 3.7 36.53 33.72 2&42 62.14
10d 60.0 5.0 2000.0 50.0 46.53 3.07 37.9 33.47 26.65 60.12
lOe 15.0 5.0 2000.0 50.0 39.97 3.7 36.03 33.81 30.05 63.86
lOf 15.0 20.0 2000.0 300.0 43.1 3.8 46.3 31.81 29.22 61.03
10g 60.0 5.0 750.0 50.0 43.37 4.23 39.5 33.15 2&48 61.63
lOh 60.0 20.0 750.0 300.0 44.93 3.9 37.53 33.53 27.54 61.07
10Ϊ 60.0 5.0 2000.0 300.0 42 3.67 37.1 33.61 29.04 62.65
10j 60.0 20.0 2000.0 300.0 43.63 3.67 38 33.45 28.26 61.71
10k 15.0 20.0 750.0 300.0 41.13 4.27 38.37 33.36 29.61 62.97
101 60.0 20.0 750.0 50.0 40.2 3.87 39.6 33.14 30.17 63.31
10m 60.0 20.0 2000.0 50.0 43.73 3.4 37.33 33.51 28.18 61.69
10η 15.0 20.0 2000.0 50.0 37.47 3.73 44.73 32.14 31.97 64.11
10ο 15.0 5.0 750.0 50.0 38.8 3.73 37.8 33.48 30.75 64.23
lOp 15.0 5.0 2000.0 300.0 39.27 3.47 38.77 33.3 30.57 63.87

【0160】 甲烷-氫形成的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之順序N2且隨 

後H2電漿處理可在各種條件下進行，以達成各種表面能量。 

如自表10所見，表面能量自約60 mJ/m2 （實例10d）改變至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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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mJ/m2（實例10a、10η、10ο及lOp），該等表面能量適合於 

接合至薄玻璃片。觀察到接合有用根據實例10a-10p形成的表 

面改質層之薄玻璃片及載具在450°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 

附，亦即，其能夠順利完成400°C處理測試之部分（c）。此外， 

此等實例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 

程測試（2）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 

之施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 

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 【0161】根據表10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玻璃片

爲由Corning® Wil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硼矽酸 

鹽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 

且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 

漿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 

W订low®玻璃。

【0162】 在表10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63】 作爲表10中之實例之變化形式，亦執行甲烷形成的 

表面改質層之順序氮隨後氫處理。在此狀況下，當藉由電漿 

聚合於玻璃載具上形成初始表面改質層時，單獨使用甲烷（無 

氫）。確切言之，使40 seem之甲烷在5 mTorr之壓力下、於 

1500/50W下流動60秒。表面能量量測爲約42 mJ/m2 °在用 

氮（40 seem N2、在 5 mTorr 壓力下、1500/50W 功率、歷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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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且隨後氫（40 seem H2、在5 mTorr壓力下、1 500/50W 功率、 

歷時15秒）順序處理之後，於載具接合表面上達成之表面能量 

增加至約64 mJ/m2 ＞其適用於將薄玻璃片接合至玻璃載具。

【0164】 如上所述的碳質表面改質層之順序N2及H2處理達 

成約64mJ/m2之表面能量，且形成與薄玻璃片之初始室溫接 

合，其中接合前端速度稍小於利用氟化表面改質層的典型情 

況。如表10中之實例，觀察到此等樣本在450°C下之退火之 

後不永久黏附，亦即，其能夠順利完成400°C處理測試之部分

• （c）。此外，此等實例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

（1） '濕式製程測試（2）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 

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 

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0165】 極性基團藉由順序N2-O2隨後N2處理引入至碳質 

表面改質層

【0166】基於試圖在表面上產生更多極性醯亞胺基以增加接 

. 合前端速度之觀點，探查碳質表面改質層之順序N2-O2隨後

N2電漿處理。

【0167】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於該 

接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此實例爲碳質表面改質 

層薄膜自碳源（例如，含碳氣體（例如甲烷））及自氫H2之沉 

積，接著剛剛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順序N2-O2且隨後N2處 

理。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發生，且利用電 

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行板、感應耦合 

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RF電漿。電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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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薄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 

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 

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表面改質層膜厚度、密度 

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且藉由控制膜 

性質，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在後續電漿處理期間 

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引起永久共價鍵 

結，且因此能夠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片上之後續處 

理期間，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 【0168】 在以下表11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對沉積於玻璃

載具上之電漿聚合膜處理，以增加表面能量且倂入極性基 

團。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 

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 

基板。在表面改質層沉積之前，使用SC1及/或SC2化學方法 

及標準清潔技術清潔載具。

【0169】 在步驟1中，在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 Oxford Instruments, Oxfordshire UK）中以感應耦合電漿（ICP） 

組態模式沉積表面改質層，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50W 

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 

圈，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使20 seem 

之甲烷（CH4）及40 seem之氫（H2）流入處於5 mTorr之壓力下 

的腔室中。表面處理時間爲60sec，且對表11所列的所有樣 

本而言'平台溫度爲30C。

【0170】 在步驟1之先前沉積之後，在步驟2中，表面改質 

層用氮及氧處理。確切言之，在步驟2處理期間，將50W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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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

800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N2及02以指定速 

率（以seem計）流入腔室中歷時表中所列的時間（計爲秒-s）。因 

此，例如，表11中對實例11a之步驟2之記法解讀如下：在 

步驟1中之表面改質層沉積之後，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

35 seem之N2與5 seem之02 —起流入具有1 5 mTorr之壓力 

的腔室中；將8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且

將5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的溫度 

• 控制至30°C之平台；且處理進行5秒。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

以類似方式解讀。

【0171】 在步驟2之先前處理之後，在步驟3中，表面改質

層用氮處理。確切言之'在步驟3處理期間，將50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將1500W 

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N2以指定速率（以seem 

計）流入腔室中歷時表中所列的時間（計爲秒-s）。因此，例如， 

. 表11中對實例11a之步驟3之記法解讀如下：在步驟1中之

表面改質層沉積之後，且在步驟2中之氮-氧處理之後，在

Oxford ICP設備中，使40 seem之N2流入具有5 mTorr之壓 

力的腔室中；將15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 

且將50 W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的溫

度控制至30°C之平台；且處理進行15秒。對剩餘實例之記法 

可以類似方式解讀。

【0172】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

下爲去離子水、十六烷及二碘甲烷）之接觸角（CA）及 Wu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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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mJ/m2 （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量而言， 

展示總表面能量（T，其包括極性分量及分散分量）。接合能量 

如上所述以mJ/m2來計算。在初始接合之後氣泡之數量在名 

稱爲「23C %面積」之欄中指示，而在400°C溫度測試之後氣 

泡之數量在名稱爲「400C %面積」之欄中指示。氣泡之數量 

係如下結合「除氣」所述藉由光學掃描器來測定。最後，氣 

泡面積自23°C下初始時至400°C溫度測試之後的變化在名稱

爲「△ %面積」之欄中指示。

表11-表面改質層之順序N2-O2、隨後N2處理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T 接合 
能量

23C 
%面 
積

23C 
%面 
積 Δ %

面積
11a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502 15mT
800/500 5s

40N2 5mT
1500/50W 25C 15s

64.74 294.14 1.17 3.05 1.85

lib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502 15mT
800/500 15s

40N2 5mT
1500/50W 25C 15s

69.42 229.68 1.12 3.55 2.43

11c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502 15mT
800/500 5s

40N2 5mT
1500/50W25C 15s

68.3 274.53 1.04 1.15 0.11

lid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202 15mT
800/500 5s

40N2 5mT
1500/50W25C 15s

69.4 236.03 1.22 1.20 -0.01

lie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1002
15mT 800/500 5s

40N2 5mT
1500/50W 25C 15s

65.59 221.79 1.35 1.81 0.46

Uf 20CH4 40H2 5mT
1500/50W 60s

35N2 502 15mT
800/500 5s

40N2 5mT
1500/50W 25C 15s

65.62 86.09 1.53 16.36 14.83

【0173】 實例lla-lle展示：各種條件可用於甲烷/氫形成的

表面改質層之順序氮-氧且隨後氮處理，藉以可獲得各種表面 

能量，亦即，自約65 mJ/m2 （實例1 la及1 le）至約70 mJ/m2 （實 

例lib及lid），該等表面能量適合於接合至薄玻璃片。在順 

序氮-氧且隨後氮處理之後獲得的此等表面能量自約40-50

72



201529511

mJ/m2（由形成自甲烷-氫電漿聚合之基礎層獲得）增加。觀察到 

接合有用根據實例lla-llf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薄玻璃片及 

載具在400°C下之退火之後不永久黏附，亦即，其順利完成 

400°C溫度測試之部分（c）。如實例lla-lle所示，在400°C退 

火期間％氣泡面積變化與沒有除氣一致。另一方面，實例Ilf 

在400°C退火期間的％氣泡面積變化與表面改質層中材料之 

一些除氣一致。因此，爲獲得根據表11中之條件沉積的表面 

改質層沒有除氣，步驟3爲重要的。然而，在用於步驟1及2 

• 之其他沉積/處理條件下，步驟3可不必獲得與實例lla-e之

步驟3所獲得結果類似的沒有除氣結果。此外，此等實例足 

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程測試（2） 

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在400°C溫度測試之後保持可藉 

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 

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0174】 此等順序步驟對表面能量、接合能量及起泡之影響 

. 展示於表11中。增加N2-O2步驟中之氧分數減小表面能量且

在除氣測試期間增加起泡。利用短暫（約5秒）低氧分數（38/2）

N2-O2步驟及後續短（15秒）N2電漿處理之執行（實例11 d）產 

生在400°C溫度試驗期間產生69 mJ/m2之表面能量及1.2%之 

氣泡面積（自在23°C下的％氣泡面積變化爲-0.01，指示沒有除 

氣）。樣本lla-e之效能相當於在至多400°C溫度測試之應用 

下的氟化表面改質層。

【0175】根據表11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玻璃片 

爲由Corning® Wil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硼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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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 

且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 

漿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 

W订low®玻璃。

【0176】 在表11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 【0177】上述實例例證感應耦合電漿（ICP）系統可如何利用

來沉積適用於將薄玻璃片可控制地接合至玻璃載具以供裝置 

處理的薄有機表面改質層。然而，此解決方案針對顯示應用（其 

中具有大面積之基板爲有利的）之可調性爲關注點。ICP工具 

利用平面、圓柱形或半球形線圈來感應耦合電流，以產生引 

起離子循環的時變磁場。典型地，第二RF源連接至其上置放 

有基板之平台。ICP電漿之優點在於：ICP源可獨立於藉由平 

台RF源控制的基板偏置而達成高階離子化。當前的平行板反 

應性離子蝕刻（reactive ion etch ； RIE）系統無法達成高階離子 

化。另外，經由RF功率及壓力耦合偏置及離子化。TEL及其 

他已將ICP蝕刻器定標至Gen 5＞但向較大者定標對產生均勻 

ICP電漿源提出挑戰。另一方面，RIE模式製程適合於已定標 

至Gen 10之平行板工具。因此，發明人探查在RIE模式製程 

中達成與利用如上所述的ICP工具所達成之彼等結果類似的 

結果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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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8】 對藉由只利用Oxford之RIE模式(無線圈功率)及

200 W之偏置功率(等效於用於氟化表面改質層之沉積的情況) 

自非氟化源材料產生RIE模式表面改質層的初始努力產生暗 

的厚層，該等厚層可經氮改質來接合至薄玻璃片。然而，此 

種暗的材料在經歷400°C處理試驗之後產生許多氣泡，該等氣 

泡覆蓋接合區域之約25%。藉由光譜式橢圓偏光術對暗沉積 

物之表徵證實：膜爲約100 nm厚且展現更加狹窄的光學能帶 

隙，即相對ICP沉積表面改質層之1.7 eV而言爲0.6 eV。根

• 據此結果，得出結論：材料可能爲石墨的且增加氫含量將爲 

對減少起泡之考慮。

【0179】 執行實驗來捕獲光學發射光譜學(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 ； OES)光譜，以便對映RIE製程變數H2/CH4比 

率、RF功率及壓力。然而，在所使用的Oxford工具之製程窗 

內，此等比率不可匹配。然而，此實驗證實：製程將受益於 

聚合物形成氣體之極高氫稀釋度、高RF功率及低壓。

. 【0180】 除引導自ICP模式至RIE模式之製程變換的OES之

外，殘餘氣體分析(residual gas analysis； RGA)用於對映Oxford 

中存在的隨RIE模式中之氫/甲烷比率、RF功率及壓力變化的 

氣相物質。m/e =/16對壓力及H2/CH4氣體比之等高線圖再次 

證實：高的氫稀釋度有益於匹配約44之ICP比率。較高級烷 

煙與減小的H2/CH4氣體比及增加的壓力相關聯。等高線圖展 

示m/e = 28/16隨RF及H2/CH4氣體比兩者增加。擬合RGA 

回應表面暗示：H2/CH4及C2H6/CH4比率可在40:1 H2/CH4 ' 

25 mTorr 275 W RF下匹配。利用此條件沉積的碳質RI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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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改質層匹配ICP模式碳質表面改質層之約6 nm厚度及

1.6 eV光學能帶隙。利用碳質RIE表面改質層之氮電漿處理 

的初始實驗亦證實低的起泡。

[0181】 使用藉由RGA實驗所認定製程的RIE模式碳質表面 

改質層沉積之動力學展示於第14圖及第15圖。包括總表面 

能量（T）以及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之表面能量展示於第 

14圖中。如第14圖所示，表面能量相對無變化，其中輕微峰 

値處於60 sec沉積時間處，而在第15圖中可見：膜厚度在雙 

• 對數尺度上幾乎線性地增加。此並非爲自限制製程，因爲自 

氫之回蝕亥 （J （etch-back）無法跟上聚合物沉積。

[0182】 如以上所論述，根據經驗所明白的是：N約50 mJ/m2 

或365 mJ/m2之表面能量有益於在初始室溫接合時以及在熱 

循環期間最小化氣泡面積。根據第14圖，可見表面能量正好 

處於邊界線上。在一些情況下，此可適合於將薄片接合至載 

具，取決於將經歷之時間-溫度循環，以及取決於必須經受的 

其他FPD製程。然而另一方面，將有益於提高此表面改質層 

之表面能量。可使用上述後續處理中之任何處理，例如，氨 

處理、氮處理、順序氮隨後氫處理、氮-氧處理、順序氮-氧隨 

後氮處理。舉例而言，氮-氧處理將結合表12來描述。

【0183】極性基團藉由氮-氧處理引入至碳質表面改質層

【0184】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於該 

接合表面上產生替代極性接合位點之另一實例爲薄表面改質 

層膜以RIE模式自碳源（例如，甲烷，即含碳氣體）及自氫（H2） 

之沉積，接著剛剛形成的表面改質層之氮-氧處理。可利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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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氮-氧電漿處理來執行氮-氧處理。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 

氣壓或減壓中發生。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薄 

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 

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 

膜厚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之官能基， 

且藉由控制膜性質，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在後續 

氮-氧處理期間形成的基於氮之極性基團不與矽醇基縮合以引 

起永久共價鍵結 > 且因此能夠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於薄

• 片上之後續處理期間，控制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程度。

【0185】 在以下表12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表 

面改質層膜沉積於玻璃載具上。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膜沉積之前，使用 

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載具。在 

Oxford Plasmalab 3 80 ICP （可購自 Oxford Instruments, 

. Oxfordshire UK）中以RIE組態模式沉積表面改質層，其中載 

具置放於平台上 > 將275W之RF能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 

上方安置有線圈，對該線圈不施加能量。在步驟1中，使2 seem 

之甲烷（CH4）及38 seem之氫（H2）流入處於25 mTorr之壓力下 

的腔室中。表面處理時間爲60sec，且對表12所列的所有樣 

本而言，平台溫度爲30C。在先前沉積之後，表面改質層在 

步驟2中用氮及氧處理。確切言之，在步驟2處理期間，將 

指定瓦特數（在「RF」欄中指出）之13.56 MHz RF能量施加於 

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對該線圈不施加能量。N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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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Ν2」欄中所列的seem之速率流入腔室中，且02以「02」 

欄中所列的seem之速率流入腔室中，歷時表之「時間（s）」欄 

中所列的時間（計爲秒-s）。腔室處於「Pr」欄中所列的壓力（以 

mTorr計）下。因此 > 例如，表12中對實例12b之步驟2氮及 

氧處理之記法解讀如下：在Oxford ICP設備中，使25 seem 

之N2與25 seem之02 —起流入具有10 mTorr之壓力的腔室 

中；將3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其上置放有載具之 

平台，該平台溫度控制至30C :且處理進行10秒。對剩餘實 

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

【0186】 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 

下爲去離子水（W）、十六烷（HD）及二碘甲烷（DIM））之接觸角及 

Wu模型、以mJ/m2 （毫焦耳每平方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量 

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D），以及總能量（T）。亦 

展示表面改質層之厚度（以埃計的「th」）、在表面改質層之沉 

積及其N2-O2處理之後載具之平均表面粗糙度（以埃計的

「Ra」）、接合能量（以mJ/m2計的「BE」），以及在室溫下經 

由表面改質層將薄玻璃片初始地接合至載具之後的氣泡面積 

與經由400 °C製程測試加熱載具之後的氣泡面積之間的％氣 

泡面積變化（「△氣泡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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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
12b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0 25 25 300 10 10 82.6 12.3 32.6 5.67 42.97 32.41 34.28 66.69 373.13 0.626

12c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 47.5 2.5 50 10 10 88.2 23.4 36.8 4.23 3&8 33.28 31.83 65.11 492.05 0.4

12d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27.5 36.3 13.8 175 40 10 83」 13.3 29.67 6.37 43.4 32.33 35.68 68.01 2500 0.722

12e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 47.5 2.5 50 70 10 86.4 24.1 30.17 5.93 43.77 32.26 35.48 67.74 2500 0.542

12f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0 25 25 300 70 10 79 46 30.37 5.7 43.47 32.33 35.36 67.69 2500 0.922

12g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0 25 25 50 10 10 86 16.2 29」3 5.33 42.77 32.48 35.88 65.38 456.81 1.503

12h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0 25 25 50 70 10 85.9 21.1 26.8 5.37 42.57 32.52 36.86 69.38 2500 0.703

12i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5 47.5 2.5 300 70 10 83.2 &2 30.67 4.63 42.43 32.58 35」 67.68 2500 0.72

12j 20CH4 
38H2 
25mT 
275W

60s

86.7 32.6 61.47 3.17 36.3 33.77 18.62 52.39 349.89 0.484

【0187】根據表12之實例接合至載具中每一者之薄玻璃片

爲由Corning® Willow®玻璃製成之基板，該玻璃爲鋁硼矽酸 

鹽不含鹼金屬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 

且具有100、130及150微米之厚度。在接合之前，使用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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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接著SC1及/或SC2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 

Willow®玻璃。

【0188】 在表12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189】 根據表12之實例中之處理，可見在400°C處理之 

後：實例12a至12j全部具有小於2之百分比氣泡面積變化，

• 其與在此溫度下沒有除氣一致，參見表12中之氣泡％欄；以 

及樣本12a、12b ' 12c、12g及12j各自具有在此溫度試驗之 

後允許薄片與載具之脫接合的接合能量，參見表12中之BE 

欄；但實例12d、12e、12f、12h及12i不能在400°C製程測 

試之後脫接合'如藉由表12之BE欄中之値2500所指示。

【0190】 根據表12之實例，表面能量、氣泡面積、接合能量 

及厚度藉由橢圓偏光術隨% 02 ' RF及壓力進行對映。可見厚 

. 度之減少與增加的RF功率（將實例12g與實例12b比較）及％ 

02（將實例12a與實例12b比較）相關聯，與瘵層之灰化一致。 

接合能量僅依賴於壓力：在10 mTorr下處理的樣本可在400 

°C之退火之後脫接合（參見實例12a、12b、12c、12g）。在35 

mTorr及35 mTorr以上處理的彼等樣本則不可脫接合。參見， 

例如，在40 mTorr之壓力下處理的實例12d，其具有2500之 

接合能量，以及具有70 mTorr之壓力及2500之接合能量的實 

例12e。「BE」欄中爲2500之接合能量指示：薄玻璃片不可 

與載具脫接合。所有經處理的膜之表面能量爲65-72 mJ/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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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獨立於厚度。參見實例12a至12i及12k。此等結果暗示： 

高壓N2-O2電漿處理產生不連續膜。實際上，高壓快速地削 

磨該等膜，據此，較低壓力爲有益的。至於起泡，量似乎隨％ 

02 * RF增加而減少。另外，可見：H2O分壓隨%02增加及 

RF增加而增加；表面改質層厚度隨步驟2中之壓力增加而減 

小，且％起泡面積隨壓力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步驟2期間較低 

壓力爲有益的）；當處理時間增加時，表面改質層厚度減小且 

極性基團減少，因此有益地產生較短處理時間。

• 【0191】 欲尋找適合接合能量與起泡之平衡。氮-氧處理之起

始點爲50% 02、10 mTorr 300 W及改變的製程時間。利用20 

秒、60秒及180秒RIE CH4-H2沉積、接著0、5、15及60 

秒之N2-O2電漿處理來製備三組樣本。表面能量及接合能量 

於5-15秒N2-O2電漿處理時間處出現峰値，其獨立於CH4-H2 

沉積時間。薄20秒CH4-H2層遭削磨，且薄玻璃片永久地接 

合至載具。峰値出現在聚合物層遭削磨之前，此與聚合物膜 

上之極性基團之形成一致，而非只與暴露玻璃基板之削磨一 

致。氣泡面積確實隨表面改質層沉積時間增加而增加，因此 

只增加表面改質層之厚度來避免在後續N2-O2表面處理期間 

的過多削磨不爲有益的。因此，接合與氣泡面積之間的良好 

折衷爲表面改質層沉積時間與N2-O2處理時間之平衡。基於 

平衡表面改質層沉積時間（不太長的沉積時間，因而將產生更 

大厚度，從而導致增加的除氣）與N2-O2處理時間一一不太長 

的處理時間，以便削磨或移除表面改質層（導致載具與薄片之 

永久接合），但足夠長以將極性基團倂入表面改質層。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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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爲碳質層之60秒RIE沉積 > 接著5-10秒之短N2-O2處 

理時間。實例12a、12b、12c、12g及12k對RIE模式而言適 

用。

[0192】於表面改質層上倂入極性基團

【0193】XPS Nls物質形成係用於硏究N2-O2電漿處理產生

高極性表面之機制。爲硏究且確認此等表面改質層之物質形 

成，硏究沉積於EagleXG®玻璃晶圓上的CH4/H2之相對厚膜 

之表面化學，以使得該等厚膜達成對玻璃之完全覆蓋，且隨 

• 後用N2/O2電漿處理不同持續時間。厚瘵膜之優點在於：允 

許吾等區別僅存在於煙膜上的彼等氮物質，且將此等氮物質 

與存在於暴露玻璃上之彼等氮物質分離。

【0194】EagleXG®玻璃晶圓之表面組成物首先暴露於600秒 

之CH4/H2電漿以沉積厚瘵膜，接著暴露於N2/O2電漿5、15、 

60及600秒。對5秒及15秒處理而言，未偵測到存在於玻璃 

中之元素（諸如A1及Ca），其指示：在彼等情況下，碳質膜層 

. 厚於XPS之探針深度 > 該探針深度爲約io nm °

【0195】 使碳質膜暴露於N2/O2電漿60秒及600秒產生碳質 

層之一定程度的薄化，因爲在彼等狀況下，XPS可偵測存在 

於玻璃中之元素。此觀察結果另外由考慮碳之表面濃度確 

認。對60秒及600秒處理而言，C濃度小於10 at%，此強烈 

地暗示：對彼等狀況而言，表面部分地由碳質層覆蓋。

【0196】 僅在實質量之碳質膜已蝕刻移除時，才偵測到NH3 +

物質。此點極強烈地暗示：NH3+物質可能僅存在於玻璃上，

且其他物質涉及氮與碳質層之間的主要反應。以表面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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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之百分比（亦即，物質之分數X所偵測的氮之分數）計的氮 

物質之物質形成呈現於以下表13中。
表13 碳上之氮化合物

僅氮-碳的化合物 玻璃上之氮
Ν2-Ο2時間 

(SEC)
N三C N=C N=C=C NH2 NHC=O NH3+

5 1.68 0.00 1.42 1.43 0.42 0.02
15 1.34 1.21 0.07 2.08 0.29 0.13
60 0.10 0.06 0.00 0.19 0.25 0.36

600 0」2 0.00 0.00 0.08 0.14 1.05

[0197】 可見：此N2-O2處理之主要效應爲碳質表面改質層 

之蝕刻。實際上，對60秒及600秒處理而言，極少含碳物質

• 存在於表面上。其他觀察結果爲：氮物質甚至在極短N2-O2 

處理時間（例如5秒及15秒）之後存在於表面改質層上。其後， 

氮物質快速地減少，而氨物質（指示下伏玻璃表面之存在）快速 

地增加。對碳質表面改質層之5秒N2-O2電漿處理的碳物質 

形成之XPS評估亦揭露：含有氧及氮之若干不同物質存在於 

表面改質層上。含氧物質的存在引起對以下的認識：單獨的 

02電漿可足以將極性基團賦予表面改質層。的確，所發現的 

狀況正是如此，且其在以下論述。
• 【0198】基於NH3 +物質僅存在於玻璃上而不存在於碳質層 

上之假設，表面覆蓋率可藉由計算ΝΗ3+/Σ（所有氮化合物）之 

比率來估算。此表面覆蓋率估算之結果在圖17中給出。5秒 

與15秒之間存在極小變化。在Ν2-Ο2電漿處理時間之15秒 

與60秒之間出現最大變化。

【0199】碳質表面改質層之Ν2-Ο2電漿處理之模型如下。 

CH4-H2沉積產生連續痙層。在Ν2-Ο2電漿處理之第一秒中， 

極性-ΝΗ2基在瘵層經氧化且削磨時形成於聚合物表面上。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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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胺基或醯胺基亦可在此時形成，但XPS爲非決定性的。在

較長N2-O2電漿處理的情況下，聚合物移除到達玻璃表面， 

其中極性-NH3 +基由N2-O2電漿與玻璃表面之間的相互作用 

形成。

[0200】02單獨作爲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處理

【0201】 作爲碳質層之N2-O2處理之替代，亦探查使用單獨

02來增加表面能量且在碳質層上產生極性基團。如上所指 

出，碳質層之5秒N2-O2電漿處理之XPS碳物質形成證實：

• 含氧物質的確存在於表面改質層上。因此，嘗試碳質層之02

處理。02處理在ICP模式及RIE模式兩者中執行。

【0202】 在ICP模式中，根據以上表11中之步驟1形成基礎

碳質層。隨後藉由流動40 seem 02'0 seem N2 '利用800/50W

功率、於15 mTorr壓力下執行步驟2表面處理，從而產生表

面能量之所要增加，且在碳質層之表面上產生所要極性基 

團。薄玻璃片在室溫下易於接合至表面改質層。此外，觀察 

. 到此樣本在450°C之退火之後不永久地黏附，亦即，能夠順利

完成400°C處理試驗之部分（c）。此外，此樣本足夠強以在FPD 

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程測試（2）及超音波測試

（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而脫接合。脫接 

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

【0203】 在RIE模式中，根據以上表12中之步驟1形成基礎

碳質層。隨後藉由流動50 seem 02、0 seem N2、利用200 W 

功率、於50 mTorr壓力下執行步驟2表面處理。類似於ICP 

模式，此等條件亦產生表面能量之所要增加，且在碳質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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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產生所要極性基團。薄玻璃片在室溫下易於接合至表 

面改質層。此外，觀察到此樣本在450°C之退火之後不永久地 

黏附，亦即，能夠順利完成400°C處理試驗之部分（c）。此外， 

此樣本足夠強以在FPD處理（包括上述真空測試（1）、濕式製程 

測試（2）及超音波測試（5））中保全，且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 

施加而脫接合。脫接合允許薄玻璃上製作的裝置之移除，及 

載具之重複使用。

【0204】 因此，可見02處理以與N2-O2處理類似的方式運 

• 作。就初始表面改質層沉積時間（其增加厚度）與02處理時間 

之間的平衡而言，適用類似考慮。

[0205】小量之氟

[0206】 在ICP模式瘵聚合物沉積碳質層之XPS分析中發現 

幾原子％的F -即約2.2%的F。此係歸因於以下事實：Oxford 

用於玻璃、介電質及金屬之氟及氯蝕刻。據發現：小量之氟 

有益於埋沉積表面改質層性質。典型反應器清潔製程爲 

. SF6-O2清潔，接著02清潔及H2電漿清潔。每一步驟時長

3 0 min ＞且包括各步驟之間的泵抽/沖洗步驟。SF6-O2用於初 

始清潔，因爲瘵聚合物之蝕刻率頗高於單獨的O2«H2電漿清 

潔步驟應自反應器壁上之沉積物移除大多數不定氟。若跳過 

H2電漿清潔，則將預期使更高量之氟倂入煙表面改質層中 。 

第16圖在瘵表面改質層的情況下跳過H2電漿步驟之影響。 

接合能量降低，使永久接合位移直至600°C，而沒有起泡之大 

的增加。因此，瘵表面改質層中小量之氟，亦即，至少至多 

約3%之氟爲有益的。

85

5







201529511

適合材料，包括例如矽、多晶矽、單晶矽、藍寶石、石英、 

玻璃、陶瓷或玻璃-陶瓷。例如，載具ίο接合表面可爲玻璃基 

板，或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之另一適合材料，例如， 

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213】 如自本文論述的實例可見，表面改質層與其後續處 

理一起提供廣泛地改變玻璃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能量之方式。 

例如，根據所有實例，可見：玻璃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自 

約36 mJ/m2 （如在實例5g中）改變至約80 mJ/m2 （實例5f） °

• 在單步製程中使用非氟化源材料而無後續表面處理的情況 

下，可見：玻璃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自約37 mJ/m2 （實例 

16b）改變至約67 mJ/m2 （實例7h及7j）。使用碳質表面改質層 

與後續處理來增加極性基團的情況下，可見：玻璃接合表面 

之表面能量可自約52 mJ/m2 （實例12j）改變至約74 mJ/m2 （實 

例8a）。在單步製程或兩步製程中使用非氟化源材料的情況 

下，可見：玻璃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自約37 mJ/m2 （實例

. 16b）改變至約74 mJ/m2 （實例8a）。使用含氟源材料或非含氟

源材料來沉積表面改質層並利用其後續處理的情況下，可見 

玻璃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自約41 mJ/m2 （實例5m）改變至 

約 80 mJ/m2 （實例 5f）。

[0214】 另外，如自本文論述的實例可見，表面改質層之厚 

度可大大地改變。利用在約2 nm （如在實例3中）至約8.8 nm 

（如在實例12c中）範圍內之表面改質層厚度獲得合乎需要的 

結果。

【0215】受控接合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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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可重複使用載具

[0217] 經由表面改質層（包括材料及相關聯接合表面熱處 

理）的受控接合之一個用途爲提供載具於物件中之重複使用， 

該物件經歷需要＞600°C之溫度的製程，如在例如LTPS製程中 

的情況。如藉由實例2e、3a、3b、4c、4d及4e及以上表5 

中之實例所例證，表面改質層（包括材料及接合表面熱處理） 

可用於提供載具於此等溫度條件下之重複使用。確切言之， 

此等表面改質層可用於改質薄片（具有玻璃接合表面）之接合 

• 區域與載具（具有玻璃接合表面）之接合區域之間的重疊區域 

之表面能量，藉以整個薄片可在處理之後與載具分離。薄片 

可全部一次性分離，或可分部分分離，如例如當首先移除在 

薄片之部分上產生的裝置，且其後移除剩餘部分來清潔載具 

以供重複使用的情況。在整個薄片自載具移除的情況下，載 

具可藉由只是將另一薄片置放於其上而得以原樣重複使用。

替代地，載具可經清潔且藉由重新形成表面改質層再一次製 

. 備來運載薄片。因爲表面改質層阻止薄片與載具之永久接

合，所以其可用於其中溫度＞600°C之製程。當然，儘管此等 

表面改質層可在＞600 °C之溫度下處理期間控制接合表面能 

量，但該等表面改質層亦可用於產生薄片及載具組合，該組 

合耐受較低溫度下之處理，且可用於此等較低溫度應用來控 

制接合。此外，在物件之熱處理將不超過400°C的情況下，如 

藉由實例2c、2d ' 4b '表7-11之實例（包括如表10之實例之 

替代例所論述的實例）、實例12a、12b、12c、12g、12g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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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獨的02之表面處理之實例所例證，表面改質層亦可以此 

相同方式來使用。

【0218】 使用本文所述的表面改質層之一個優點在於：載具 

可以相同大小來重複使用，該等表面改質層例如包括以下者 

之彼等表面改質層：表3之實例、實例4b、4c、4d、4e、表 

5及7-11之實例、實例12a、12b、12c、12g、12j及利用單獨 

的02之表面處理之實例。亦即，薄片可自載具移除，表面改 

質層可藉由非破壞性方式（例如02或其他電漿清潔）自載具移 

• 除，且重複使用而不必以任何方式切割載具（例如，在載具之 

邊緣處切割）。

[0219】用以提供受控接合區域

【0220】經由表面改質層（包括材料及相關聯接合表面熱處 

理）的受控接合之第二用途爲提供玻璃載具與玻璃薄片之間的 

受控接合區域。更確切言之，在使用表面改質層的情況下 ， 

可形成受控接合之區域，其中足夠的分離力可將薄片部分與 

. 載具分離，而無藉由接合引起的對薄片或載具之破壞，但仍 

在處理全程維持足夠的接合力以將薄片相對於載具固持。參 

考第6圖-玻璃薄片20可藉由接合區域40接合至玻璃載具 

10。在接合區域40中，載具10及薄片20彼此共價鍵結以便 

其充當單塊。另外，存在具有周邊52之受控接合區域50，其 

中載具10及薄片20相連接，但可彼此分離，甚至在高溫處 

理之後，例如在＞600°C之溫度下處理之後如此。儘管十個受 

控接合區域50展示於第6圖中，但可提供任何適合數量，包 

括一個。如藉由實例2a ' 2e、3a、3b、4c、4d及4e、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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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之實例所例證，包括材料及接合表面熱處理之表面改質層 

30可用於在具有玻璃接合表面之載具10與具有玻璃接合表 

面之薄片20之間提供受控接合區域50。確切言之，此等表面 

改質層可形成於載具10上或薄片20上之受控接合區域50之 

周邊52內。因此，當物件2在高溫下處理以在接合區域40 

中形成共價鍵結或在裝置處理期間處理時，可在載具10與薄

片20之間、於藉由周邊52分界之區域內提供受控接合，藉 

以分離力可在此區域中分離（無對薄片或載具之毀滅性破壞）

• 薄片及載具，而薄片及載具將不會在包括超音波處理之處理 

期間脫層。如藉由表面改質層及任何相關聯熱處理提供的本 

申請案之受控接合因此能夠對US，727中之載具槪念改良。確 

切言之，儘管USS27之載具證明在FPD處理中該等載具之接 

合周邊及非接合中心區域保全，該FPD處理包括N約600°C之 

高溫處理，但例如濕式清潔及抗蝕劑剝除處理之超音波製程 

仍受到挑戰。確切言之，注意到該解決方案中之壓力波誘導 

薄玻璃中非接合區域（如USS727中描述的非接合）中之共振＞
• 因爲薄玻璃與載具在彼區域中幾乎沒有或沒有黏著力接合。

可在薄玻璃中形成駐波，其中若超音波攪動具有足夠強度， 

則此等波可引起振動，從而可導致薄玻璃在接合區域與非接 

合區域之間的界面處之破壞。可藉由最小化薄玻璃與載具之 

間的間隙，且藉由在載具20與薄玻璃10之間的此等區域50 

中提供足夠的黏著或受控接合來消除此問題。如藉由實例

2a、2e、3a、3b、4c、4d、4e及表5之實例所例證，接合表

面之表面改質層（包括材料及任何相關聯熱處理控制接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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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便提供薄片20上之玻璃接合表面與載具10上之玻璃 

表面之間的足夠接合，以便避免受控接合區域中之此等不需 

要的振動。

【0221】 隨後，在具有周邊57之所要部分56之提取期間， 

薄片20中處於周邊52內之部分可在處理之後及在薄片沿周 

邊57之分離之後簡單地與載具10分離。因爲表面改質層控 

制接合能量來阻止薄片與載具之永久接合，所以其可用於其 

中溫度＞600°C之製程。當然，儘管此等表面改質層可在N600

• °C之溫度下處理期間控制接合表面能量，該等表面改質層亦 

可用於產生薄片及載具組合，該組合耐受較低溫度下之處 

理，且可用於此等較低溫度應用。此外，在物件之熱處理將 

不超過400°C的情況下，如藉由實例2c、2d、4b、表7-11之 

實例（包括如表10之實例之替代例所論述的實例）、實例12a、 

12b、12c、12g、12g及利用單獨的02之表面處理之實例所 

例證，表面改質層亦可以此相同方式來使用一一在一些情況 

. 下，取決於其他製程要求一一以控制接合表面能量。

【0222】用以提供接合區域

【0223】經由表面改質層（包括材料及任何相關聯接合表面 

熱處理）的受控接合之第三用途爲提供玻璃載具與玻璃薄片之 

間的接合區域。參考第6圖，玻璃薄片20可藉由接合區域40 

接合至玻璃載具10。

【0224】 在第三用途之一個實施例中，接合區域40、載具10 

及薄片20可彼此共價鍵結以便其充當單塊。另外，存在具有 

周邊52之受控接合區域50，其中載具10及薄片20彼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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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足以耐受處理，且甚至在高溫處理之後，例如在＞600°C

之溫度下處理之後，仍允許薄片與載具之分離。因此，如藉 

由以上實例 la、1 b ' 1 c ' 2b、2c、2d ' 4a、4b、12d ' 12e、

12f、12h及12i所例證，表面改質層30 (包括材料及接合表面 

熱處理)可用於在載具10與薄片20之間提供接合區域40。確 

切言之，此等表面改質層及熱處理可形成於載具10上或薄片

20上之受控接合區域50之周邊52外部。因此，當物件2在 

高溫下處理(processed)，或在高溫下處理(treated)以形成共價

• 鍵時，載具及薄片20將在藉由周邊52分界之區域外部的接

合區域40內彼此接合。隨後，在具有周邊57之所要部分56 

之提取期間，當需要將薄片20及載具10切塊時，物件可沿 

線5分離，因爲此等表面改質層及熱處理將薄片20與載具10 

共價鍵結，因此該薄片20與該載具10在此區域中充當單塊。 

因爲表面改質層提供薄片與載具之永久共價鍵結，所以其可 

用於其中溫度＞600°C之製程。此外，在物件之熱處理或接合 

. 區域40之初始形成之熱處理將爲＞400°C但小於600°C的情況

下，如藉由實例4a中之材料及熱處理所例證，表面改質層亦 

可以此相同方式來使用。

【0225】 在第三用途之第二實施例中，在接合區域40中，載 

具10及薄片20可藉由經由以上所述的各種表面改質層之受 

控接合而彼此接合。另外，存在具有周邊52之受控接合區域 

50，其中載具10及薄片20彼此接合，足以耐受處理，且甚 

至在高溫處理之後，例如在＞600°C之溫度下處理之後，仍允 

許薄片與載具之分離。因此，若處理將在至多600°C之溫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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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且需要在區域40中不具有永久接合或共價鍵結，則如 

藉由以上實例2e、3a、3b、4c、4d、4e及表5之實例所例證， 

表面改質層30 （包括材料及接合表面熱處理）可用於提供在載 

具10之玻璃接合表面與薄片20之玻璃接合表面之間的接合 

區域40。確切言之，此等表面改質層及熱處理可形成於受控 

接合區域50之周邊52外部，且可形成於載具10上或薄片20 

上。受控接合區域50可利用與接合區域40中形成的表面改 

質層相同或不同的表面改質層來形成。替代地，若處理將在

• 僅至多400°C之溫度下執行，且需要在區域40中不具有永久 

接合或共價鍵結，則如藉由以上實例2c、2d、2e、3a、3b、 

4b、4c、4d、4e、表5之實例、表7-11之實例（包括如表10 

之實例之替代例所論述的實例）、實例12a、12b、12c、12g、 

12g及利用單獨的02之表面處理之實例所例證，表面改質層 

30 （包括材料及接合表面熱處理）可用於在載具10之玻璃接合 

表面與薄片20之玻璃接合表面之間提供接合區域40。

【0226】 替代區域50中之受控接合，可在區域50中存在非 

接合區域，其中非接合區域可爲如US，727所述的具有增加的 

表面粗糙度之區域，或如藉由實例2a所例證，可爲藉由表面 

改質層提供。

【0227】用於整體退火或整體處理

【0228】上述方式之受控接合之第四用途係用於玻璃片堆疊 

之整體退火。退火爲用於達成玻璃之壓實的熱製程。壓實涉 

及將玻璃主體再熱至低於玻璃軟化點，但高於在後續處理步 

驟中所達到之最高溫度的溫度。此舉在後續處理之前而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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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處理期間於玻璃中達成結構重排及尺寸鬆弛。在後續處 

理之前退火有益於在後續處理期間維持玻璃主體中之精確對 

準及/或平坦度，如在平板顯示器裝置之製造的情況，其中由 

許多層製成之結構需要以極緊密容限來對準，甚至在經受高 

•溫環境之後亦如此。若玻璃在一個高溫製程中壓實，則在高 

溫製程之前沉積於玻璃上之結構之層可不與在高溫製程之後 

沉積的結構之層正確地對準。

【0229】 將呈堆疊之玻璃片壓實在經濟上爲有吸引力的。然 

• 而，此使得將相鄰片材交錯或分離成爲必需，以便避免黏結。

同時，其有益於維持片材極爲平坦且具有光學品質，或原始

（pristine）表面精製度。另外，對玻璃片（例如具有小表面積之 

片材）之某些堆疊而言，可爲有益的是：在退火製程期間使玻 

璃片「黏結」在一起，以便其可易於作爲一單元移動而不分 

離，但在退火製程之後易於彼此分離（藉由例如剝離分離），以 

便片材可獲單獨使用。替代地，可爲有益的是：退火玻璃片 

. 之堆疊，其中阻止玻璃片中之經選擇玻璃片彼此永久地接

合，而同時，允許玻璃片之其他者或彼等其他玻璃片之部分（例 

如其周邊）彼此永久地接合。作爲又一替代，可爲有益的是： 

將玻璃片堆疊來整體地、選擇性地永久接合堆疊中經選擇的 

一對相鄰片材之周邊。玻璃片之間的上述方式之受控接合可 

用於達成前述整體退火及/或選擇性接合。爲控制相鄰片材之 

間的任何特定界面處之接合，可於面向彼界面之主表面之至 

少一者上使用表面改質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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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適用於經選擇區域中（例如圍繞周邊）之整體退火或 

整體永久接合的玻璃片堆疊之一個實施例將參考第7圖及第 

8圖來描述。其中，第7圖爲玻璃片770-772之堆疊760之示 

意側視圖，且第8圖爲其展開圖，以達進一步解釋之目的。

【0231】 玻璃片之堆疊760可包括玻璃片770-772及表面改 

質層790,該等表面改質層用以控制玻璃片770-772之間的接 

合。另外，堆疊760可包括安置於堆疊之頂部及底部上的蓋 

片780、781，且可包括在蓋材與相鄰玻璃片之間的表面改質 

•層 790 。

[0232】 如第8圖所示，玻璃片770-772之每一者包括第一 

主表面776及第二主表面778。玻璃片可由任何適合玻璃材料 

製成，該玻璃材料例如鋁矽酸鹽玻璃、硼矽酸鹽玻璃或鋁硼 

矽酸鹽玻璃。另外，玻璃可爲含鹼金屬的，或可爲不含鹼金 

屬的。玻璃片770-772之每一者可具有相同組成物，或片材可 

具有不同組成物。另外，玻璃片可具有任何適合類型。亦即， 

. 例如，玻璃片770-772可全部爲如上所述的載具，可全部爲如 

上所述的薄片，或可交替地爲載具及薄片。有益的是當整體 

退火對載具而言與對薄片而言需要不同時間-溫度循環時，獲 

得載具之堆疊及薄片之獨立堆疊。替代地，在正確的表面改 

質層材料及置放的情況下，可需要獲得具有交替載具及薄片 

之堆疊，藉以在需要時，成對之載具及薄片（亦即形成物件之 

彼等載具及薄片）可彼此整體地共價鍵結，以用於稍後處理， 

而同時保存相鄰物件彼此分離之能力。另外，堆疊中可存在 

任何適合數量之玻璃片。亦即'儘管僅三個玻璃片77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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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於第7圖及第8圖中，但任何適合數量之玻璃片可包括 

於堆疊760中。

【0233】 在任何特定堆疊760中，任一玻璃片可不包括表面 

改質層、包括一個表面改質層或包括兩個表面改質層。例如， 

如第8圖所示，片材770不包括表面改質層，片材771於其 

第二主表面778上包括一個表面改質層790,且片材772包括 

兩個表面改質層790,其中一個此種表面改質層處於其主表面 

776、778之每一者上。

• [0234】 蓋片780、781可爲適合地耐受（例如，不僅就時間

及溫度而言，而且相對於如除氣之其他切合考慮而言）給定製 

程之時間-溫度循環的任何材料。有利地，蓋片可由與所處理 

之玻璃片相同的材料製成。當蓋片780、781存在且具有不合 

需要地在置放成堆疊之後、在給定時間-溫度循環期間與玻璃 

片接合的材料時，表面改質層790可適當時包括在玻璃片771 

與蓋片781之間，及/或包括在玻璃片772與蓋片780之間。

. 當存在於蓋材與玻璃片之間時，表面改質層可處於蓋材上（如 

用蓋材781及相鄰片材771所示），可處於玻璃片上（如用蓋材 

780及片材772所示），或可處於蓋材及相鄰片材兩者上（未圖 

示）。替代地，若蓋片780、781存在，但具有將不與相鄰片材 

772、772接合的材料，則表面改質層790無需存在於其之間。

【0235】 堆疊中相鄰片材之間存在界面。例如，在玻璃片 

770-772之相鄰玻璃片之間限定一界面，亦即，片材770與片 

材771之間存在界面791，且片材770與片材772之間存在界 

面792。另外，當蓋片780、781存在時'蓋材781與片材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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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存在界面793，以及片材772與蓋材780之間存在界面 

794。

【0236】 爲控制在相鄰玻璃片之間的給定界面791、792處或 

在玻璃片與蓋片之間的給定界面793、794處的接合，可使用 

表面改質層790。例如，如圖所示，在每一界面791 - 792處， 

於面向界面之主表面之至少一者上存在表面改質層790。例 

如，對界面791而言，玻璃片771之第二主表面778包括表 

面改質層790，以控制片材771與相鄰片材770之間的接合。

• 儘管未圖示，但片材770之第一主表面776亦可於其上包括 

表面改質層790，以控制與片材771之接合，亦即，面向任何 

特定界面之主表面之每一者上存在表面改質層。

【0237】在任何給定界面791-794處之特定表面改質層790 

（及任何相關聯表面改質處理一一例如，在特定表面改質層施 

加至特定表面之前對彼表面的熱處理，或可與表面改質層接 

觸之表面之表面熱處理）可經選擇用於面向彼特定界面 

. 791-794之主表面776、778，以控制相鄰片材之間的接合，且

進而達成針對堆疊760所經受之給定時間-溫度循環之所要結 

果。

【0238】若需要在至多400 °C之溫度下整體退火玻璃片 

770-772之堆疊，且在退火製程之後將玻璃片之每一者彼此分 

離，則在例如界面791之任何特定界面處之接合可使用根據 

以下實例中任一實例之材料連同任何相關聯表面製備一起來 

控制：實例 2a、2c、2d、2e、3a、3b、4b-4e、表 5 之實例、 

表7-11之實例（包括如表10之實例之替代例所論述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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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12a、12b、12c、12g、12g或利用單獨的02之表面處理 

之實例。更確切言之，片材770之第一表面776將如表2-4 

中之「薄玻璃」來處理，而片材771之第二表面778將如表

2-4 中之「載具」來處理，或反之亦然。具有至多400°C之溫 

度的適合時間-溫度循環可隨後基於所要壓實度、堆疊中片材 

之數量以及片材之大小及厚度來選擇，以便遍及堆疊達成必 

要的時間-溫度。

[0239】 類似地，若需要在至多600°C之溫度下整體退火玻

• 璃片770-772之堆疊，且在退火製程之後將玻璃片之每一者彼 

此分離，則在例如界面791之任何特定界面處之接合可使用 

根據以下實例中任一實例之材料連同任何相關聯表面製備來

控制：實例2a、2e、3a、3b、4c、4d、4e或表5之實例。更 

確切言之，片材770之第一表面776將如表2-4中之「薄玻璃」 

來處理，而片材771之第二表面778將如表2-4中之「載具」 

來處理，或反之亦然。具有至多600°C之溫度的適合時間-溫

. 度循環可隨後基於所要壓實度、堆疊中片材之數量以及片材 

之大小及厚度來選擇，以便遍及堆疊達成必要的時間-溫度。

【0240】 另外，可能藉由適當地配置片材之堆疊及每一對片 

材之間的表面改質層來執行整體退火及整體物件形成。若需 

要在至多400°C之溫度下整體退火玻璃片770-772之堆疊，且 

隨後將一對相鄰片材整體地彼此共價鍵結以形成物件2,則適 

合材料及相關聯表面製備可經選擇用於控制接合。例如，圍 

繞周邊（或在其他所要接合區域40處），可使用以下來控制在 

欲形成爲物件2之一對玻璃片（例如片材770及771）之間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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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處之接合：⑴圍繞片材770、771之周邊（或其他所要接合 

區域40），根據以下實例中任一實例之材料連同任何相關聯表 

面製備：實例2c、2d、4b、表7-11之實例（包括如表10之實 

例之替代例所論述的實例）、實例12a、12b、12c、12g、12g 

或利用單獨的02之表面處理之實例；以及（ii）在片材770、771 

之內部區域（亦即，如在⑴中處理的周邊之區域內部，或在其 

中需要一個片材與另一片材之分離的所要受控接合區域50中） 

上，根據以下實例中任一實例之材料連同任何相關聯表面製

• 備：實例2a、2e、3a、3b、4c、4d、4e或表5之實例。在此

狀況下，受控接合區域50中之裝置處理可隨後在至多600°C

之溫度下執行。

【0241】材料及熱處理可針對彼此之相容性來適當地選擇。

例如，材料2c、2d或4b之任何材料可與根據實例2a的用於 

受控接合區域之材料一起用於接合區域40 °替代地，用於接 

合區域及受控接合區域之熱處理可經適當地控制，以最小化 

. 不利地影響相鄰區域中之接合之所要程度的一個區域中的熱

處理之效應。

【0242】在適當地選擇用於堆疊中之玻璃片的表面改質層

790及相關聯熱處理之後，彼等片材可適當地佈置於堆疊中 ， 

且隨後加熱至400°C以整體退火堆疊中之所有片材，而該等片 

材彼此不永久地接合。隨後，堆疊可加熱至多至600°C以在一 

對相鄰片材之所要接合區域中形成共價鍵，從而形成具有接 

合區域及受控接合區域之圖案的物件2。可利用實例2a、2e、

3a、3b、4c、4d、4e、表5之實例之材料及相關聯熱處理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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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欲藉由接合區域40共價鍵結來形成物件2之一對片材與 

形成單獨但相鄰物件2之另一對此等片材之間的界面處之接 

合，以便相鄰物件2不會彼此共價鍵結。以控制相鄰物件之 

間的接合之此相同方式，可控制物件與存在於堆疊中之蓋片 

之間的接合。

【0243】 另外，類似於以上，可能自堆疊760整體地形成物 

件2，而不預先退火彼相同堆疊760。取而代之，片材可已獨 

立地退火，或在不同堆疊中退火且與之分離，之後針對在堆 

• 疊中之所要受控接合來配置該等片材以整體地產生物件。根

據剛於以上描述方式之整體退火且隨後自同一個堆疊整體地 

形成物件，簡單地省略整體退火。

【0244】 儘管僅在以上詳細地解釋控制界面791處之接合之 

方式，但當然可在界面792處或對可存在於特定堆疊中之任 

何其他界面進行相同控制一一如在堆疊中玻璃片大於三個的 

狀況，或如在存在將不合需要地接合至玻璃片之蓋片的情 

. 況。另外，控制接合之相同方式可在存在的任何界面791、

792、793、794處使用，但控制接合之上述方式中之不同方式 

亦可在不同界面處使用，以就所要接合類型而言產生相同或 

不同結果。

【0245】 在整體退火或整體地形成物件2之以上製程中，當 

HMDS用作用於控制界面處之接合的材料，且HMDS暴露於 

堆疊之外周邊時，應在希望阻止HMDS之區域中之共價鍵結 

時，於不含氧氣氛中執行約400°C以上的加熱。亦即，若HMDS 

暴露於氣氛中足以氧化HMDS之一定量之氧（在約400°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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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溫度下），則其中HMDS已氧化之任何此種區域中之接合將 

變成相鄰玻璃片之間的共價鍵結。其他烷基燈矽烷可類似地 

受在較高溫度下（例如約400°C以上）暴露於氧之影響，該等烷 

基瘵矽烷例如乙基、丙基、丁基或硬脂基（steryl）矽烷。類似 

地，若使用其他材料用於表面改質層，則應選擇用於整體退 

火之環境，以便材料在退火之時間-溫度循環內不會降級。如 

本文所使用，不含氧可意指以體積計小於1000 ppm，更佳以 

體積計小於100 ppm之氧濃度。

• 【0246】一旦片材之堆疊已整體退火，即可將個別片材與堆

疊分離。個別片材可經處理（例如，藉由氧電漿、在2400°C之 

溫度下的氧環境中加熱或藉由化學氧化、SC1或SC2）以移除 

表面改質層790 °個別片材可在需要時用作例如電子裝置基 

板，例如OLED、FPD或PV裝置）。

【0247】整體退火或整體處理之上述方法具有以經濟方式維 

持清潔片材表面之優點。更確切言之，片材不需要自始至終 

保持於清潔環境中，如保持於清潔室退火窯爐中。取而代之， 

堆疊可在清潔環境中形成，且隨後在標準退火窯爐（亦即，其 

中清潔度不受控之退火窯爐）中處理，而片材表面不因粒子而 

弄髒，因爲片材之間沒有流體流動。因此，片材表面經保護 

而免於片材之堆疊於其中退火之環境。在退火之後，片材之 

堆疊可易於運送至另一處理區域（於相同設施中或不同設施 

中），因爲片材維持一定黏著程度，但保持可以足夠的力彼此 

分離而不破壞片材。亦即，玻璃製造者（例如）可組裝且退火玻 

璃片之堆疊 > 且隨後將片材作爲堆疊裝運，其中在裝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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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片材保持在一起（而不擔憂其在運輸中分離），在達到其目

的地之後，可由消費者將片材自堆疊分離，該消費者可單獨

地使用片材或以較小群組來使用片材。一旦需要分離，即可

再次在清潔環境中處理片材之堆疊（必要時在洗滌堆疊之後）。

【0248】整體退火之實例

【0249】玻璃基板係以自熔融拉制拉製製程接收之狀態來使

用。熔融拉制拉製玻璃組成物爲（以莫耳％計）：SiO2 （67.7） >

A12O3 （11.0） ' B2O3 （9.8）、CaO （8.7）、MgO （2.3） > SrO （0.5）。

• 藉由微影方法、利用200 n m深基準點/游標、使用HF將七（7）

個0.7 mm厚乘150 mm直徑之熔融拉制拉製玻璃基板圖案

化。將兩（2） nm之電漿沉積氟聚合物作爲表面改質層塗佈於

所有玻璃基板之所有接合表面上，亦即，塗佈基板面向另一

基板之每一表面，其後，每一片材表面之所得表面能量爲大

致35 mJ/m2。將7個經塗佈個別玻璃基板置放在一起，以形 

成單一、厚基板（稱爲「玻璃堆疊」）。在氮沖洗管式爐中將玻 

. 璃堆疊歷經15分鐘時期自30°C斜坡升溫退火至590°C，在590

°C下保持30分鐘，隨後歷經50分鐘時期斜坡降溫至約230

°C，隨後將玻璃堆疊自爐移除，且於約10分鐘內冷卻至約30

°C之室溫。在冷卻之後，將基板自爐移除，且易於使用剃刀

楔形物分離成個別片材（亦即，樣本在總體上或局部上不永久

地接合）。藉由將玻璃基準點與非退火石英參考相比較，對每

一個別基板量測壓實。發現個別基板緊實約185 ppm。使基板 

中之兩者作爲個別樣本（未堆疊在一起）經歷如上所述的第二 

退火循環（590°C/保持30分鐘）。再次量測壓實，且發現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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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二熱處理進一步緊實小於10 ppm （實際上0至2.5 

ppm）（在第二熱處理之後玻璃尺寸變化一一相較於原始玻璃尺 

寸一一減去在第一熱處理之後玻璃尺寸變化）。因此，發明人 

已證明：個別玻璃片可經塗佈、堆疊、在高溫下熱處理以達 

成壓實、冷卻、分離成個別片材，且在第二熱處理之後具有＜ 

10 ppm及甚至＜ppm之尺寸變化（相較於其在第一熱處理之後 

的大小）。

[0250] 儘管上述退火實例中之爐係用氮沖洗，但退火爐亦 

• 可用包括空氣、氫、氧、CO2或其組合之其他氣體沖洗，此 

取決於退火溫度及表面改質層材料在特定環境中於彼等溫度 

下之穩定性。替代惰性氣氛，上述退火中之爐可爲真空環境。

[0251】 另外，儘管未圖示，但玻璃可以捲軸形式替代片材 

形式來退火。亦即，適合表面改質層可形成於玻璃帶之一或 

兩側上，且隨後車昆制帶材。整個捲筒可經受如上對片材所指 

出相同的處理，其後將整個捲軸之玻璃退火，而不將玻璃之 

. 一個包覆材（wrap）黏結至相鄰包覆材。在展開之後，表面改質

層可藉由任何適合製程來移除。

【0252】除氣

【0253】用於典型晶圓接合應用之聚合物黏著劑通常爲 

10-100微米厚，且在其溫度極限處或附近損失其質量之約 

5%。對自厚聚合物膜逸出之此等材料而言，易於藉由質譜測 

定法來定量質量損失或除氣之量。另一方面5量測自大約10 

nm厚或更小之薄表面處理物之除氣更具挑戰，該等薄表面處 

理物例如以上所述的電漿聚合物或自組裝單層表面改質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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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熱解矽油之薄層。對此等材料而言，質譜測定法不夠敏 

感。然而，存在許多量測除氣之其他方式。

【0254】量測小量除氣之第一方式係基於表面能量量測，且 

將參考第9圖來描述。爲進行此試驗，可使用如第9圖所示 

的設置。其上具有待測試表面改質層之第一基板或載具900 

存在表面902，亦即，在組成物及厚度上相應於待測試之表面 

改質層30的表面改質層。第二基板或蓋材910經置放以便其 

表面912緊接於載具900之表面902，但未與其接觸。表面 

• 912爲未塗佈表面，亦即，自其製成蓋材之裸材料之表面。隔

片920置放於載具900與蓋材910之間的各種點處，以將其 

固持成彼此間隔的關係。隔片920應足夠厚以將蓋材910與 

載具900分離，從而允許材料自一者移動至另一者，但足夠 

薄以便在測試期間，最小化自腔室氣氛對表面902及912的 

污染之量。載具900、隔片920及蓋材910 —起形成試驗物件 

901。

. 【0255】 在試驗物件901之組裝之前，量測裸表面912之表

面能量，如表面902（亦即，載具900的具有提供於其上之表 

面改質層的表面）之表面能量。藉由對三種試驗液體；水、二 

碘甲烷及十六烷之接觸角擬合Wu模型來量測如第10圖所示 

的表面能量，即極性分量及分散分量兩者。

[0256】 在組裝之後，將試驗物件901置放於加熱室930中， 

且經由時間-溫度循環加熱。在大氣壓下及流動N2氣下執行 

加熱，該流動N2氣亦即在箭頭940之方向上以每分鐘2標準 

公升之速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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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7】 在加熱循環期間，表面902之變化(例如，包括表面 

改質層由於蒸發、熱解、分解、聚合、與載具反應及抗濕潤 

(de-wetting)之變化)係藉由表面902之表面能量變化來證明。 

表面902之表面能量自身之變化未必意指表面改質層已除 

氣，但指示材料於彼溫度下之總體不穩定性，因爲其特性由 

於例如以上所指出之機制而變化。因此，表面902之表面能 

量變化愈小，表面改質層愈穩定。另一方面，由於表面912 

與表面902之緊接性，自表面902除氣的任何材料將收集於

• 表面912上，且將使表面912之表面能量變化。因此，表面 

912之表面能量變化爲存在於表面902上之表面改質層之除 

氣的代表(proxy) °

[0258】 因此，用於除氣之一個試驗使用蓋材表面912之表 

面能量變化。確切言之，若表面能量一一表面912之表面能 

量——之變化210 mJ/m2，則存在除氣。此量値之表面能量變 

化與可導致膜黏著之損失或材料性質及裝置效能之降級的污 

染一致。＜5 mJ/m2之表面能量變化接近表面能量量測之可重
• 複性及表面能量之非均質性。此種小的變化與最少除氣一致。

[0259】 在產生第10圖中之結果的測試期間，載具900、蓋 

材910及隔片920均由Eagle XG玻璃製成，該Eagle XG玻 

璃爲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之不含鹼金屬 

鋁硼矽酸鹽顯示級玻璃，儘管無需爲此種狀況。載具900及 

蓋材910爲150 mm直徑0.63 mm厚。通常，載具910及蓋材 

920將分別由與載具10及薄片20相同的材料製成，需要對該 

材料的除氣試驗。在此測試期間'矽隔片爲0.63 mm厚、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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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及8 cm長 > 進而在表面902與表面912之間形成0.63 mm

之間隙。在此試驗期間，將腔室930倂入MPT-RTP600S快速

熱處理裝備中，該腔室以每分鐘9.2°C之速率自室溫循環至試 

驗極限溫度；該腔室保持在試驗極限溫度下歷時如圖表中「退 

火時間」所示的變化時間，且隨後以爐速率冷卻至200°C。在

烘箱已冷卻至200°C之後，移除試驗物件，且在試驗物件已冷

卻至室溫之後，再次量測每一表面902及表面912之表面能 

量。因此，舉例而言，在使用材料#1、線1003之蓋材表面能

• 量變化（測試至450°C之極限溫度）之資料的情況下，資料係如

下收集。在0分鐘處之資料點展示75 mJ/m2 （毫焦耳每平方 

公尺）之表面能量，且其爲裸玻璃之表面能量，亦即，尙未運 

轉時間-溫度循環。在一分鐘處之資料點指示在如下執行的時 

間-溫度循環之後所量測的表面能量：將物件901 （具有材料 

#1，其用作載具900上之表面改質層以呈現表面902）置放於 

處於室溫及大氣壓下之加熱室930中；在處於每分鐘兩標準 

. 公升下的N2氣流的情況下，以每分鐘9.2°C之速率將腔室加

熱至450°C之試驗極限溫度，且在450°C之試驗極限溫度下保 

持1分鐘；隨後以每分鐘1°C之速率使腔室冷卻至300°C，且 

隨後將物件901自腔室930移除；隨後使物件冷卻至室溫（無

N2流動氣氛）；隨後量測表面912之表面能量且繪製爲線1003 

上針對1分鐘之點。隨後在試驗極限溫度（450°C或適當時600

°C）下、利用相應於保持時間的數分鐘之退火時間，以類似方 

式測定材料#1之剩餘資料點（線1003、1004），以及材料#2 （線

1203 ' 1204）' 材料 #3 （線 1303、1304）、材料 #4（線 140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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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5（線1503、1504）、材料#6（線1603及1604）及材料#7（線 

1703、1704）之資料點。表示相應表面改質層材料（材料#1-7） 

之表面902之表面能量的線1001 ' 1002、1201、1202、1301、

1302 、 1401 、 1402 、 1501 、 1502 、 1601 、 1602 、 1701 及 1702

之資料點係以類似方式測定，例外之處在於表面902之表面 

能量係於每一時間-溫度循環之後量測。

【0260】 如以下闡述，對七種不同材料進行上述組裝製程及 

時間-溫度循環，且將結果在第10圖作圖。七種材料中，材料 

• #1-4及7相應於以上所述的表面改質層材料。材料#5及#6爲

比較實例。

[0261】 材料#1爲CHF3-CF4電漿聚合氟聚合物。此材料與 

以上實例3b中之表面改質層一致。如第10圖所示'線1001 

及1002展示載具之表面能量不會顯著變化。因此，此材料在 

自450°C至600°C之溫度下極爲穩定。另外，如藉由線1003 

及1004所示，蓋材之表面能量亦不會顯著變化，亦即變化爲 

— <5 mJ/m2。因此，自450°C至600°C不存在與此材料相關聯的

除氣。

【0262】 材料#2爲苯基矽烷，其爲自苯基三乙氧基矽烷之1% 

甲苯溶液沉積的且於190°C下在真空烘箱中固化30分鐘之自 

組裝單層（SAM）。此材料與以上實例4c中之表面改質層一 

致。如第10圖所示，線1201及1202指示載具上之表面能量 

之一些變化。如上所指出，此指示表面改質層之一些變化， 

且相比較而言，材料#2比材料#1稍不穩定。然而，如藉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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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及1204所示，載具之表面能量變化爲05 mJ/m2，證實對 

表面改質層之變化不產生除氣。

[0263】 材料#3爲五氟苯基矽烷，其爲自五氟苯基三乙氧基 

矽烷之1%甲苯溶液沉積的且於190°C下在真空烘箱中固化30 

分鐘之SAM。此材料與以上實例4e中之表面改質層一致。如 

第10圖所示，線1301及1302指示載具上之表面能量之一些 

變化。如上所指出，此指示表面改質層之一些變化，且相比 

較而言，材料#3比材料#1稍不穩定。然而，如藉由線1303 

• 及1304所示，載具之表面能量變化爲05 mJ/m2 -證實對表面 

改質層之變化不產生除氣。

[0264】 材料#4爲六甲基二矽氮烷(HMDS)，其係於140°C下 

之YES HMDS烘箱中自蒸氣沉積。此材料與以上表2之實例 

2b中之表面改質層一致。如第10圖所示，線1401及1402 

指示載具上之表面能量之一些變化。如上所指出，此指示表 

面改質層之一些變化，且相比較而言，材料#4比材料#1稍不 

. 穩定。另外，材料#4的載具之表面能量變化大於材料#2及#3

之任何材料之彼變化-相比較而言指示材料#4比材料#2及#3 

稍不穩定。然而，如藉由線1403及1404所示，載具之表面 

能量變化爲S5 mJ/m2，證實對表面改質層之變化不產生影響 

蓋材之表面能量的除氣。然而，此與其中HMDS除氣之方式 

一致。亦即＞ HMDS使氨及水除氣，該氨及水不影響蓋材之 

表面能量，且可不影響一些電子設備製作裝備及/或處理。另 

一方面，當除氣之產物捕獲於薄片與載具之間時，可存在其 

他問題，如以下結合第二除氣試驗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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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5] 材料#5爲縮水甘油氧基丙基矽烷，其爲自縮水甘油 

氧基丙基三乙氧基矽烷之1%甲苯溶液沉積的且於190°C下在 

真空烘箱中固化30分鐘之SAM。此爲比較實例材料。儘管載 

具之表面能量存在相對小的變化，如藉由線1501及1502所 

示，但蓋材之表面能量存在顯著變化，如藉由線1503及1504 

所示。亦即，儘管材料#5在載具表面上相對穩定，但是其的 

確在蓋材表面上使顯著量之材料除氣，藉以蓋材表面能量變 

化210 mJ/m2°儘管在600°C下、在10分鐘結束時表面能量在 

• 10 mJ/m2內，但在彼時間期間之變化確實超過10 mJ/m2。參

見，例如在1分鐘及5分鐘處之資料點。儘管不希望受理論 

約束，但表面能量自5分鐘至10分鐘之輕微提升可能係與分 

解且自蓋材表面掉落的一些除氣材料有關。

【0266】 材料#6爲DC704＞其爲藉由將5 ml Dow Corning 704 

擴散泵油四甲基四苯基三矽氧烷（可購自Dow Corning）分配於 

載具上，在空氣中將其置放於500°C熱板上歷時8分鐘所製備 

的聚矽氧塗層。可見發煙之結束表明樣本製備之完成。在以 

上述方式製備樣本之後，進行以上所述的除氣測試。此爲比 

較實例材料。如第10圖所示，線1601及1602指示載具上之 

表面能量之一些變化。如上所指出，此指示表面改質層之一 

些變化，且相比較而言，材料#6比材料#1稍不穩定。另外， 

如藉由線1603及1604所示，載具之表面能量變化N10 

mJ/M2 ＞證實顯著除氣。更特定而言，在450°C之試驗極限溫 

度下，10分鐘之資料點展示約15 mJ/m2之表面能量減小，及 

對在1分鐘及5分鐘處之點而言甚至更大的表面能量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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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地，就在600°C試驗極限溫度下之循環期間蓋材之表面能 

量變化而言，在10分鐘資料點處，蓋材之表面能量減小爲約

25 mJ/m2，在5分鐘處稍微更大，且在1分鐘下稍微更小。

總而言之，儘管如此，在測試之全程內，證實此材料之顯著 

量之除氣。

【0267】 材料#7爲CH4-H2電漿沉積聚合物，其係用短暫

N2-O2及N2電漿順序地處理。此材料類似於以上表11之實 

例中之表面改質層。如第10圖所示，線7001及7002展示載

• 具之表面能量不會顯著變化。因此，此材料在自450°C至600

°C之溫度下極爲穩定。另外，如藉由線7003及7004所示， 

蓋材之表面能量亦不會顯著變化5亦即變化爲05 mJ/m2 °因 

此，自450°C至600°C不存在與此材料相關聯的除氣。

[0268] 顯著地，對材料#1-4及7而言，時間-溫度循環全程 

之表面能量指示：蓋材表面之表面能量保持爲與裸玻璃之彼 

者一致，亦即，未收集到自載具表面除氣之材料。在材料#4 

的狀況下'如結合表2所指出，製備載具表面及薄片表面之
• 方式在物件（薄片經由表面改質層與載具接合在一起）是否將 

在FPD處理中保全方面產生大的差異。因此，儘管第10圖中 

展示之材料#4之實例可能不除氣，但此材料可或可不在400 

°C或600°C試驗中保全，如結合表2之論述所指出。

【0269】 量測小量除氣之第二方式係基於組裝物件，亦即，

其中薄片經由表面改質層接合至載具之物件，且使用百分比 

氣泡面積變化來判定除氣。亦即，在物件之加熱期間，載具 

與薄片之間形成的氣泡指示表面改質層之除氣。如以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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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除氣試驗所指出，難以量測極薄表面改質層之除氣。在 

此第二試驗中，薄片下之除氣可藉由薄片與載具之間的強黏 

著來限制。儘管如此，＜10 nm厚之層（例如，電漿聚合材料、 

SAM及熱解矽油表面處理物）可仍在熱處理期間產生氣泡，而 

不管其較小的絕對質量損失。而且，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氣泡 

之產生可引起圖案形成、光微影術處理及/或於薄片上之裝置 

處理期間對準之問題。另外，在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接合區域 

之邊界處的起泡可引起來自一個製程之製程流體污染下游製 

• 程的問題。N5之％氣泡面積變化爲顯著的（指示除氣）且不爲合

乎需要的。另一方面，＜1之％氣泡面積變化不爲顯著的，且 

指示尙無除氣。

[0270】在1000級清潔室中利用手動接合的接合薄玻璃之 

平均氣泡面積爲1%。接合載具中之％氣泡隨載具、薄玻璃片 

之清潔度及表面製備而變。因爲此等初始缺陷充當用於在熱 

處理之後氣泡生長之形核位點，在熱處理之後小於1%的氣泡 

面積之任何變化在樣本製備之可變性以內。爲進行此試驗， 

使用具有透明度單元之市售桌上型掃描器（Epson Expression 

10000XL Photo）來獲取在接合之後立即將薄片及載具接合的 

區域之第一掃描影像。使用標準Epson軟體、使用508 dpi （50 

微米/像素）及24位元RGB來掃描各部分。影像處理軟體首先 

藉由以下方式來準備影像：按需要將樣本之不同區段之影像 

拼接成單一影像，且移除掃描器假影（藉由使用在掃描器中不 

具有樣本的情況下執行的校準參考掃描）。隨後使用標準影像 

處理技術來分析接合區域，該等影像處理技術諸如定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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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塡充、侵蝕/擴張及二進制大型物件分析（blob analysis）。 

亦可以類似方式使用新的Epson Expression 1 1000XL Photo。 

在透射模式中，接合區域中之氣泡在掃描影像中可見，且可 

判定氣泡面積之値。隨後*將氣泡面積與總接合面積（亦即， 

薄片與載具之間的總重疊面積）相比較，以計算接合區域中之 

氣泡相對於總接合面積之％面積。隨後在MPT-RTP600S快速 

熱處理系統中、於N2氣氛下、在300°C、450°C及600°C之試 

驗極限溫度下，將樣本熱處理至多10分鐘。確切言之，所進

• 行的時間-溫度循環包括：將物件插入處於在室溫及大氣壓下 

的加熱室中；隨後以每分鐘9°C之速率將腔室加熱至試驗極限 

溫度；將腔室保持在試驗極限溫度下歷時10分鐘；隨後以爐 

速率將腔室冷卻至200°C ；將物件自腔室移除且使其冷卻至室 

溫；隨後利用光學掃描器第二次掃描物件。然後如上計算來 

自第二掃描之％氣泡面積，且將其與來自第一掃描之％氣泡面 

積相比較，以判定％氣泡面積變化（△%氣泡面積）。如上所指 

出，35%之氣泡面積變化爲顯著的且指示除氣。由於原始％氣 

泡面積之可變性，將％氣泡面積變化選擇爲量測準則。亦即， 

大多數表面改質層在第一掃描中具有約2%之氣泡面積，此歸 

因於在已製備薄片及載具之後且在其接合之前的處置及清潔 

度。然而，在材料之間可發生變化。相對於第一除氣試驗方 

法闡述的相同材料#1-7再次用於此第二除氣試驗方法。此等 

材料中，材料#1-4在第一掃描中展現約2%氣泡面積，而材料 

#5及#6在第一掃描中展示顯著更大的氣泡面積，亦即，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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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1】 第二除氣試驗之結果將參考第11圖及第12圖來描 

述。材料#1-3及#7之除氣試驗結果展示於第11圖中，而材料 

#4-6之除氣試驗結果展示於第12圖中。

[0272】 材料#1之結果在第11圖中展示爲正方形資料點。

如自該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300°C、450°C及600°C之試 

驗極限溫度而言接近零。因此，材料#1證實在此等溫度下沒 

有除氣。

【0273】 材料#2之結果在第11圖中展示爲菱形資料點。如

• 自該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450°C及600°C之試驗極限溫 

度而言小於1。因此，材料#2證實在此等溫度下沒有除氣。

【0274】 材料#3之結果在第11圖中展示爲三角形資料點。

如自該圖可見，類似於材料#1之結果，％氣泡面積變化對300 

°C、450°C及6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接近零。因此，材料 

#1證實在此等溫度下沒有除氣。

【0275】材料#7之結果在第11圖中展示爲十字形資料點。

如自該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300°C及450°C之試驗極限 

溫度而言接近零。因此，材料#7證實在此等溫度下沒有除氣。 

對6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材料#7展示小於2之％氣泡面

積變化。因此，材料#7證實在此溫度下至多最少的除氣。

【0276】 材料#4之結果在第12圖中展示爲圓形資料點。如 

自該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3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接 

近零，但對一些樣本而言，在450°C及600°C之試驗極限溫度 

下接近1%，且對彼相同材料之其他樣本而言，在450°C及600 

°C之試驗極限溫度下爲約5%。材料#4之結果極不一致，且取

114

S



201529511

決於製備薄片表面及載具以供利用HMDS材料進行接合之方 

式。取決於製備樣本之方式的樣本執行之方式與結合以上表2 

闡述之此材料之實例及相關聯論述一致。要指出的是，對此 

材料而言，對450°C及600°C試驗極限溫度而言具有接近1% 

之％氣泡面積變化的樣本不允許薄片根據以上闡述的分離試 

驗與載具之分離。亦即，薄片與載具之間的強黏著可具有有 

限的氣泡產生。另一方面，具有接近5%之％氣泡面積變化的 

樣本允許薄片與載具之分離。因此，不具有除氣之樣本在將 

• 載具及薄片黏結在一起的溫度處理之後具有增加黏著之非所

要結果(阻止薄片自載具之移除)，而允許薄片及載具之移除的

樣本具有除氣之非所要結果。

[0277】 材料#5之結果在第12圖中展示爲三角形資料點。

如自該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3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 

約15% ＞且對450°C及600°C之較高試驗極限溫度而言相當 

高。因此，材料#5證實在此等溫度下之顯著除氣。

[0278] 材料#6之結果在第12圖中展示爲正方形資料點。

如自此圖可見，％氣泡面積變化對3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 

超過2.5%，且對450°C及600°C之試驗極限溫度而言超過5%° 

因此，材料#6證實在450°C及600°C之試驗極限溫度下之顯著 

除氣。

[0279】將聚合物表面接合至玻璃表面

[0280】已在諸如聚荼二甲酸乙二酯(PEN)、聚對苯二甲酸乙

二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 PET)及聚醯亞胺

(polyimide； PI)之聚合物片材上示範論證顯示器，其中裝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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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係利用積層至玻璃載具之PEN的片材至片材製作。聚合物 

黏著劑之至多100微米厚層典型地用以將PEN及PET積層至 

玻璃載具，以用於片材至片材處理。此等黏著劑在裝置處理 

期間之重量損失典型地大於1%，從而對由於溶劑之除氣的污 

染而言產生挑戰。另外，黏著劑之完全移除受到挑戰，因此 

玻璃載具通常未得以重複使用。

[0281] 本申請案描述使用薄表面改質層來在玻璃載具與聚 

合物片材之間形成適度黏附，以產生受控暫時接合，該受控 

• 暫時接合十分強以在TFT處理中保全但足夠弱以允許脫接 

合。然而，熱、真空、溶劑及酸性以及超音波平板顯示器(FPD) 

製程需要供薄聚合物片材結合至載具之穩健接合，但本文論 

述的本發明表面改質層之各種表面改質層能夠達成此種受控 

接合，以用於在玻璃載具上處理聚合物薄片。另外，受控接 

合能夠允許聚合物薄片自載具移除，而無對聚合物薄片或玻 

璃載具之毀滅性破壞，且進而提供可重複使用玻璃載具。

. 【0282】三種電晶體技術用於FPD背板製作之大量生產中：

非晶矽(aSi)底部閘極 TFT、多晶矽(polycrystalline silicon； pSi) 

頂級閘極TFT ＞及非晶形氧化物(IGZO)底部閘極TFT。此等 

技術全部需要＞300C之高溫處理尹驟。對能夠實現高溫製程 

之基板的此項要求以及對化學、機械及真空相容性的要求已 

成爲可撓性顯示器於諸如聚合物之現存可撓性基板上之工業 

化的主要限制。通用製程以聚合物基板之清潔開始，典型地 

於鹼性溶液中利用超音波或兆頻超音波攪動清潔，接著DI水 

清洗。裝置結構係在材料沉積及光微影圖案化接著材料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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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許多減除性循環中製作。金屬、介電質及半導體材料係藉 

由真空製程來沉積，該等真空製程例如濺鍍金屬、透明導電 

氧化物及氧化物半導體；非晶矽、氮化矽及二氧化矽於高溫 

下之化學氣相沉積（CVD）沉積。雷射及閃光燈退火允許p-Si 

結晶而無過量基板加熱，但均勻性受到挑戰且效能相較於玻 

璃基板而言不良。藉由聚合物抗蝕劑及蝕刻，接著抗蝕劑剝 

除之光微影圖案化來圖案化各層。使用真空電漿（乾式）蝕刻製 

程及酸性濕式蝕刻製程。在FPD處理中，光阻劑典型地藉由

• 熱溶劑，典型地利用超音波或兆頻超音波攪動來剝除。

【0283】 移除黏著劑之厚層阻止載具之可重複使用性。對適 

用於FPD處理之聚合物黏著劑而言，必須在溶劑、強酸及強 

鹼中具有良好的化學耐受性。然而，此等相同性質使移除受 

到挑戰。而且，利用至多100微米厚之層的情況下，電漿製 

程對移除層而言不爲實際的。對有機薄膜電晶體製作之主要 

挑戰爲薄聚合物片材至載具之積層。

. [0284】本申請案描述用於將聚合物片材受控暫時接合至玻

璃載具以用於FPD製程之方法，且描述用於薄聚合物基板之 

片材至片材處理之可重複使用玻璃載具。表面改質層於玻璃 

載具上之形成以薄聚合物片材與載具之間的適度黏著產生暫 

時接合。適度黏著係藉由最佳化凡得瓦力及共價吸引能量對 

總黏著能量之貢獻來達成，該總黏著能量係藉由調變薄片及 

載具之極性及非極性表面能量分量來控制。此適度接合足夠 

強以在FPD處理（包括濕式超音波製程、真空製程及熱製程） 

中保全，且仍允許聚合物片材保持可藉由足夠剝離力之施加 

117



201529511

而與載具脫接合。脫接合允許在薄聚合物片材上製作之裝置 

之移除及載具之重複使用，因爲表面改質層爲＜ 1微米厚且易 

於在氧電漿中移除。

【0285】 可獲得以下優點：使用薄表面改質層來產生薄聚合 

物片材與玻璃載具之間的適度接合。

【0286】（1）相較於商業黏著劑而言，用以將薄聚合物片材接 

合至載具之材料之量的大致100X減少使除氣減少，且使吸收 

與污染下游製程之污染可能性減少。

[0287】（2）高度交聯電漿聚合物表面改質層爲非揮發性的及 

不可溶的，從而減少除氣及製程污染之機率。

【0288】（3）表面改質層易於在高溫下、在氧電漿或下游氧電 

漿中移除。

[0289】（4）玻璃載具可重複使用，因爲表面改質層爲薄的且 

易於移除。

【0290] PEN及PET尤其爲可以捲筒形式利用於電子製作之 

典型選擇聚合物基板。相較於大多數聚合物而言，其爲相對 

化學惰性的，具有低吸水率、低膨脹性，且耐溫度的。然而， 

此等性質次於玻璃之彼等性質。例如'非熱穩定PEN之最高 

溫度爲155°C，而PET之最高溫度僅爲120°C。此等溫度相較 

於適用於pSi處理之顯示玻璃之＞600°C使用溫度而言爲低 

的。與顯示玻璃之3.5 ppm相對，PEN之熱膨脹爲約20 ppm。 

而且，在150°C下30 min之後，在溫度下之收縮率約0.1%， 

其遠超過玻璃在顯著更高溫度下之鬆弛及壓實。聚合物基板 

之此等次級物理性質需要製程適應來以高產率沉積高品質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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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例如，二氧化矽、氮化矽及非晶矽沉積溫度必須降低以 

保留於適於聚合物基板之極限値內。

[0291] 聚合物之上述物理性質亦使得與用於片材至片材處 

理的剛性載具之接合成爲挑戰。例如，聚合物片材之熱膨脹 

典型地大於顯示玻璃之熱膨脹6x。儘管溫度上限較小，但熱 

應力足夠大以產生翹曲度及彎曲度，且當使用習知接合技術 

時引起脫層。使用諸如鹼石灰之高膨脹度玻璃或較高膨脹度 

金屬載具有助於管控翹曲挑戰，但此等載具典型地相對於污 

• 染、相容性或粗糙度（熱轉移）而言具有挑戰。

[0292】PEN及PET之表面能量亦顯著地低於玻璃之表面能 

量。如以下表16所示，在利用SC1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 

清潔之後5 Corning® Eagle XG®玻璃展現約77 mJ/m2之表面 

能量。參見實例16e。在無表面處理的情況下，PEN及PET 

爲非極性的 > 表面能量爲43-45 mJ/m2 （43-45 dyn/cm）。參見 

以下表 15，該表爲來自「Remote Atmospheric-Pressure Plasma 

. Activation of the Surfaces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and

Polyethylene Naphthalate」，E. Gonzalez, II, M. D. Barankin, P. 

C. Guschl 及 R. F. Hicks, Langmuir 2008 24 （21）, 12636-12643 

之表2。電漿清潔處理（例如藉由氧電漿進行）藉由增加極性分 

量將表面能量大大地增加至55-65 mJ/m2 （55-65 dyn/cm，「電 

漿」）。此外，UV臭氧處理或電暈放電可用於清潔聚合物 ， 

且短暫地提高其表面能量。然而，隨時間推移，表面能量減 

小回其先前値（「老化」）。

表15-在電漿處理及老化之前及之後的聚合物表面能量

聚合試驗 表面能量 分散 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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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電漿處理之後大致4000 h °

物 (dyn/cm) (dyn/cm) (dyn/cm)
PET 對照 43.5 39.3 4.2

電漿 55.4 30.9 24.5
老化。 43.7 29.4 14.3

PEN 對照 44.7 40.5 4.1
電漿 64.9 25.7 39.2
老化。 46.7 2&5 l&l

【0293】在聚合物接合表面之此等表面能量（約55 mJ/m2至 

約65 mJ/m2）及玻璃載具接合表面之約77 mJ/m2的情況下， 

聚合物片材不會充分黏結至玻璃載具來允許結構於片材上之

• 處理，但若首先設置於玻璃載具上且隨後加熱至適度溫度， 

則聚合物不能自玻璃載具剝離。因此，爲在室溫下將PEN或

PET初始地接合至玻璃，據發現有益的是：將玻璃載具之表 

面能量改質至大約匹配PEN或PET之表面能量。另外，據發 

現上述表面改質層之各種表面改質層控制接合能量，以便聚 

合物層可甚至在有機-TFT處理循環（包括一小時120°C真空退 

火及一分鐘150°C後烘焙步驟）之後自玻璃載具剝離。

[0294] 藉由選擇適當的表面改質層來適當地調整玻璃載具
• 之表面能量，可達成足夠濕潤強度及黏著強度來以一方式將 

例如PEN或PET之聚合物可控制地接合至玻璃載具，該方式 

適用於有機-TFT處理（包括一小時120°C真空退火及一分鐘 

150°C後烘焙步驟），同時允許在處理之後聚合物自載具之可移 

除性。聚合物片材可成功地自載具移除，亦即，聚合物片材 

可控制地接合至載具，即使在以上處理之後，聚合物片林上 

之OTFT與用以產生其之遮罩上之OTFT之間亦未見電晶體幾 

何結構之明顯差異。表面改質層可自本說明書全篇中所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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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材料及處理中選擇。聚合體材料可有利地在接合之前 

經電漿清潔（以增加其表面能量之極性分量，以便促進初始接 

合），但無需如此，因爲玻璃載具之表面能量可大大改變，以 

便達成用於在其當前狀態（亦即，如所接收狀態、如經清潔狀 

態，或如經老化狀態）下與聚合物受控接合之適合位準。基於 

以上實例及以下表16中之彼等實例，可在玻璃載具接合表面 

上獲得自約36 mJ/m2 （實例5g）至約80 mJ/m2 （實例5f）之表 

面能量範圍。

• [0295] 表面改質之上述方法中之若干方法適合於聚合物片

材與玻璃載具之黏著接合，該表面改質包括自碳源形成，例 

如自瘵氣體之電漿聚合形成的彼等表面改質。例如：自氟碳

化合物氣體沉積的電漿聚合物膜（實例5a及5g）；自氟碳化合 

物氣體沉積且隨後同時用氮及氫處理的電漿聚合物膜（實例

5m）；自各種非含氟氣體沉積的電漿聚合物膜（實例6a-6j）；自 

瘵氣體、視需要氮及氫沉積的電漿聚合物膜（實例7a-g、12j）: 

自各種非含氟氣體沉積且隨後用氮處理的電漿聚合物膜（實例
• 9a-9j），其中此等表面能量可適用於在清潔度及/或老化之各種 

狀態下的聚合物；以及自各種非含氟氣體沉積且隨後順序地 

用氮隨後氫處理（實例10a-10p），或用稀氨處理（實例8b、8d）， 

或順序地用N2-O2隨後用N2處理（實例1 la、lie），或用N2-O2

處理（實例Ilf、12c）的電漿聚合物膜，其全部將尤其良好地與 

電漿清潔PEN 一起工作。在利用不同於PET或PEN之聚合物 

的情況下，其他表面處理可爲適合的，此取決於聚合物在其 

剛好於接合之前之表面能量、聚合物可受清潔程度及老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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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響之表面能量。據發現，大約匹配聚合物片材之表面能 

量之玻璃載具表面能量在初始接合及在控制接合兩者中效能 

良好，以便聚合物片材可易於在有機-TFT類型處理（包括一小 

時120°C真空退火及一分鐘150°C後烘焙步驟）之後脫接合。

[0296】 另外，如下，探查表面改質層之其他調配物，以達 

成在用以將聚合物薄片接合至玻璃載具之聚合物片材表面能 

量範圍內之表面能量。

【0297】自氣體之混合物形成的表面改質層

• 【0298】使用電漿聚合膜來調節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且覆蓋

接合表面上之表面幾基及/或控制接合表面上之極性接合類型 

之一個實例爲：表面改質層薄膜自包括瘵（例如，甲烷）之源氣 

體之混合物的沉積。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可在大氣壓或減壓中 

發生，且利用電漿激發來執行，該電漿激發例如DC或RF平 

行板、感應耦合電漿（ICP）、電子迴旋共振（ECR）、下游微波或

RF電漿。電漿聚合表面改質層可安置於載具之接合表面、薄

. 片或兩者上。如以上結合表3之實例所指出，電漿聚合產生 

高度交聯材料之層。對反應條件及源氣體之控制可用於控制 

表面改質層膜厚度、密度及化學性質，以特製用於所要應用 

之官能基。藉由控制膜性質，包括控制受覆蓋的表面超基之 

量，載具接合表面之表面能量可獲調節。表面能量可經調節 

以便控制接合之程度，亦即，以便在執行來將膜或結構安置 

於薄片上之後續處理期間，阻止薄片與載具之間的永久共價 

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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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9] 在以下表16之實例中，各種條件用於將電漿聚合膜 

沉積於玻璃載具上。玻璃載具係由Corning® Eagle XG®鋁硼 

矽酸鹽不含鹼金屬顯示玻璃（可購自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製成之基板。在膜沉積之前，使用SC1及/或SC2 

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來清潔載具。在STS多工PECVD設 

備（可購自SPTS, Newport, UK）中以三極體電極組態模式來沉 

積膜，其中載具置放於平台上，將50瓦特之380 kHz RF能 

量施加於該平台，該平台上方安置有線圈（噴淋頭），將300瓦 

特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該線圈（噴淋頭），平台之溫度爲 

200°C，且氣體穿過噴淋頭之流率如表16所示（流率係計爲每 

分鐘之標準立方公分數----seem）。因此，例如，表16之「表

面改質層沉積製程」欄中對實例16b之記法解讀如下：在STS 

多工PECVD設備中，在200°C之平台溫度下，使200 seem之 

H2'50 seem之CH4及50 seem之C2F6 一起流動穿過噴淋頭， 

進入具有300 mTorr之壓力的腔室中；將300 W之13.5 MHz 

RF能量施加於噴淋頭；將50 W之3 80 kHz RF能量施加於其 

上置放有載具之平台；且沉積時間爲120秒。表面處理欄中 

對剩餘實例之記法可以類似方式解讀。表面能量係藉由使用 

三種不同試驗液體（在此狀況下爲水（W）、十六烷（HD）及二碘 

甲烷DIM）之接觸角（CA）及Wu模型、以mJ/m2（毫焦耳每平方 

公尺）來計算。對表面能量而言，展示極性分量（P）及分散分量 

（D） ＞以及總能量（T）。對此等實例而言，亦展示表面改質層之 

厚度，以埃「Th （A）」。

表16-利用不同表面 接觸角 表面能量

改質之變化表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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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 實例16e爲已利用SC1化學方法及標準清潔技術清

量

實 

例

表面改質層 

沉積製程

W HD DIM D P T Th(A)

16a 200C 200H2
50CH4
300mtorr
300/50W 600s

69.17 2.53 32.67 34.41 14.55 4&96 330.7

16b 200C 50 C2F6
200H2 50CH4 
300mT 
300/50W 120s

90.67 5.4 4&77 31.27 5.71 36.98 399.2

16c 200C 30N2 
200H2 50CH4 
300mT 
300/50W 120s

46.37 3.2 32.87 34.37 26.45 60.82 56.8

16d 200C 100CH4
25NH3
300mT300/50W
120s

53.8 3.7 34.73 34.05 22.6 56.65 9.6

16e EXG SC1清潔 2.67 4.27 27.07 35.29 41.59 76.88

潔之後的一塊裸Eagle XG®玻璃。實例16e展示：在清潔之 

後，玻璃之表面能量爲約77 mJ/m2 °

【0301】 實例16a至16d展示：表面改質層可沉積於玻璃表 

面上以改質其表面能量，以便玻璃之表面可特製來適於特定 

接合應用。表16之實例爲用於具有所要表面能量及極性基團 

之表面改質層之沉積的單步製程之實例，如表6及7之實例。

【0302】 實例16a展示：表面改質層可爲自氫及甲烷（痙）氣體 

之混合物沉積的電漿聚合膜。在此等實例中，表面改質層係 

沉積於清潔玻璃載具上。因此，所展示的表面改質層之沉積 

將表面能量自約77 mJ/m2減少至約49 mJ/m2 ＞其在典型聚合 

物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能量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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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實例16b展示：表面改質層可爲自氫、甲烷（瘵）及含 

氟氣體（例如，C2F6 -其爲一種氟碳化合物）之混合物沉積的 

電漿聚合膜。在此等實例中，表面改質層係沉積於清潔玻璃 

基板上。因此，所展示的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將表面能量自約 

77 mJ/m2減少至約37 mJ/m2，其大約在典型聚合物接合表面 

上之表面能量之範圍內。實例16b中達成的表面能量低於實 

例16a中達成的表面能量，從而證實：添加氟至沉積氣體可 

降低藉由在其他情況下類似表面改質層沉積條件所達成的表

• 面能量。

[0304] 實例16c展示：表面改質層可爲自氫、甲烷（瘵）及含 

氮氣體（例如，N2）之混合物沉積的電漿聚合膜。在此等實例 

中，表面改質層係沉積於清潔玻璃載具上。因此，所展示的 

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將表面能量自約77 mJ/m2減少至約61 

mJ/m2 «其在已受02電漿處理（如在聚合物片材之清潔期間） 

的典型聚合物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能量之範圍內。此表面能量 

亦在達成將薄玻璃片接合至載具之適合性的範圍內。
• 【0305】 實例16d展示：表面改質層可爲自甲烷（痙）及含氮氣 

體（例如，NH3）之混合物沉積的電漿聚合膜。在此等實例中， 

表面改質層係沉積於清潔玻璃基板上。因此，所展示的表面 

改質層之沉積將表面能量自約77 mJ/m2減少至約57 mJ/m2， 

其再次在典型聚合物接合表面上之表面能量之範圍內。此 

外，對一些應用而言，此可適合於將載具接合至薄玻璃片。

【0306】 相較於藉由實例16a所達成的表面能量，藉由實例 

16c及16d所達成的表面能量證實：添加氮（藉由N2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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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至沉積氣體可增加藉由在其他情況下類似沉積氣體所達 

成的表面能量。

【0307】藉由實例16b之表面改質層獲得的表面能量低於50 

mJ/m2 （視爲適合於玻璃薄片與玻璃載具之受控接合），然而， 

此表面改質層適合於將聚合物接合表面接合至玻璃接合表 

面。另外，應指出，藉由實例16c及16d （自埋（甲烷）、視需 

要含氫氣體（H2）及含氮氣體（N2或氨）之電漿聚合形成）之表面 

改質層產生的表面能量大於約50 mJ/m2 ＞且因此在一些情況 

• 下可適合於將薄玻璃片接合至玻璃載具 。

【0308】 接合至具有其上安置有根據表16之實例16a至16d 

之表面改質層的載具之薄片爲自TEONEX® Q65 PEN （可購自 

DuPont）製成且具有200微米之厚度的基板。

【0309】 在表16之實例中，儘管其上安置有表面改質層之接 

合表面爲玻璃，但無需爲此種狀況。取而代之，接合表面可 

爲具有與玻璃類似的表面能量及性質之另一適合材料，例 

如，矽、多晶矽、單晶矽、陶瓷、玻璃-陶瓷、藍寶石或石英。

【0310】 電漿聚合痙聚合物膜可在STS多工CVD中以三極體 

模式自甲烷及氫（實例16a）並在可選氟碳化合物（實例16b）、 

可選氮（實例16c）或可選氨（實例16d）添加的情況下沉積。低 

達37mJ/M2 （實例16b）之表面能量及更高表面能量（約61 

mJ/m2＞實例16c）可利用氟碳化合物或氮添加來達成。亦可達 

成介於實例16b之能量位準與實例16c之能量位準之間的表 

面能量（亦即5如實例16a中之約49 mJ/m2 -及如實例16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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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57 mJ/m2） ＞因此證明基於包括沉積氣體之沉積條件來調 

節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能量的能力。

【0311】 舉相對實例而言，將聚合物膜安置於呈SC1清潔形 

式的裸玻璃載具上（實例16e） ο然而，聚合物片材未充分黏結 

至載具來允許結構於聚合物片材上之處理。

【0312】 不僅如此，需要濕潤強度及接合強度適合於有機 

-TFT處理。聚合物膜與載具之間的巨大不同的熱膨脹係藉由 

選擇高膨脹度玻璃來最小化膨脹差異，並且藉由減小加熱步

• 驟及冷卻步驟之速率而獲最好管控。對在處理期間具有最小 

吸水率之平滑及清潔基板表面之需要可藉由旋塗及固化適合 

有機介電質之薄層來滿足，該旋塗及固化兩者均使表面平面 

化以及產生用於濕氣及其他污染物之障壁。

【0313】 表面改質層製程用於將PEN （來自DuPont之 

TEONEX® Q65 200 微厚片材）接合至 Corning® Eagle XG®玻 

璃載具。在利用以下條件沉積之非晶形碳層的情況下發現極 

好的接合效能：50CH4、200H2、施加於噴淋頭之300W 13.56
• MHz RF '施加於200°C平台之50W 380 kHz RF及2分鐘沉積 

時間。將PEN在接合之前暴露於UV-臭氧清潔劑5分鐘，因 

爲發現此舉改良黏著。Teflon塗刷器用於塗覆PEN。將約 

150nm厚環脂族環氧樹脂層旋塗且固化於PEN±，以消除表 

面缺陷。有機閘極絕緣體（organic gate insulator ； OGI）爲光可 

圖案化環脂族環氧樹脂。

【0314】底部閘極底部接觸有機薄膜電晶體之陣列藉由以下 

製程形成。100nm Al閘極金屬係藉由以下方式沉積：在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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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濺鍍，且用Fuji 6512抗蝕劑微影圖案化，且藉由在A型

A1蝕刻劑中濕式蝕刻來閘極圖案化。藉由於室溫PGMEA浴 

中3min、接著IPA/DI清洗(基於NMP之剝除劑與環氧樹脂層 

不相容)來移除光阻劑。將第二環氧樹脂閘極絕緣體層旋塗於 

圖案化閘極上且使其固化。將100 nm厚Ag S/D金屬濺鍍， 

且用Fuji 6512微影圖案化5且用Transene TFS : pH 10緩衝 

液之1：1混合物蝕刻。蝕刻成爲挑戰，因爲Ag蝕刻率快，但 

蝕刻產物之溶解慢。藉由蝕刻5s，在噴灑DI水的情況下移除

• 蝕刻產物，且重複四至五次而獲得極好的結果。四嚓吩并苯

-DPP 共聚物(tetrathienoacene-DPP co-polymer : PTDPPTFT4) 

有機半導體(organic semiconductor : OSC)層之濕潤成爲挑 

戰。OSC黏著藉由在120°C下之YES烘箱中的HMDS處理來 

促進。OSC聚合物以5mg/mL濃度溶於6份十氫蔡:4份甲苯 

中。OSC藉由在Laurel旋塗器中利用手動分配(20秒靜止、

500 rpm 30秒、1000 rpm 60秒)旋塗來塗覆。將OSC膜在熱 

板上軟烘焙90°C 2min，且在120°C下、於處於粗真空下之 

Salvis烘箱中真空退火lhr，以移除殘餘十氫蔡。在Branson 

中使用短暫5秒02電漿以改良黏附，將第三OGI層旋塗於

OSC上，且用2.5秒暴露、1 min靜止及lmin 150°C後烘焙來 

直接光圖案化。在lmin靜止之後，在PGMEA中使活性層圖 

案托盤顯影lmin，接著IPA及DI清洗。在Unaxis 790 RIE 

中使用 30 seem 02 10 seem Ar 20 seem CHF3 50mT 200W 15s 

之乾式蝕刻用於圖案化活性層且暴露閘極金屬。75/75 um

TFT5s之效能匯總於第18圖中所示的表中，該圖展示典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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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體之汲極電流相對閘極電壓及效能，該典型電晶體具有75 

微米通道寬度及75微米通道長度、製作於如上所述可控制地 

接合至玻璃載具之PEN上的底部閘極底部接觸有機薄膜電晶 

體。PEN易於藉由使用刀片來起始裂紋且隨後剝落而脫接 

合。聚合物片材可成功地自載具移涂，甚至在以上處理之後 

如此，因爲聚合物片材上之OTFT與用以產生其之遮罩上之 

OTFT之間亦未見電晶體幾何結構之明顯差異 。

[0315】形成底部閘極底部接觸有機薄膜電晶體之陣列之上

• 述製程亦成功地利用PEN片材（來自DuPont之TEONEX® Q65

200微米厚片材）來進行，該PEN片材可控制地接合至由 

Corning® Gorilla®玻璃（可購自 Corning Incorporated, Corning, 

NY之含鹼金屬、可化學強化蓋玻璃）製成之載具，並具有選 

自本文所述的彼等表面改質層之適合表面改質層。

[0316】 如上所述，聚合物可自身爲其上製作有其他裝置之 

基板。替代地，聚合物可爲例如玻璃/聚合物複合物之複合材 

料基板上之聚合物表面。在此狀況下，玻璃/聚合物複合物之 

聚合物表面將面向載具，且將如上所述與其接合，而玻璃/聚 

合物複合物之玻璃表面將暴露爲電子或其他結構可製作於其 

上之表面。在電子或其他結構於玻璃/聚合物複合物之玻璃表 

面上之製作之後，可將複合物之聚合物表面自載具上之表面 

改質層剝離。此實施例可爲有利的，因爲玻璃/聚合物複合物 

中之玻璃層變得特別薄，例如，具有以下厚度：＜50微米、＜40 

微米、＜30微米、＜20微米、＜10微米或三5微米。在此狀況下， 

玻璃/聚合物複合物之聚合物部分不僅充當將複合物附接至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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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接合表面，其亦可在複合物未處於載具上時賦予複合物 

一些處置優點。

【0317】結論

【0318】 應強調的是，本發明之上述實施例，尤其任何「較 

佳」實施例僅僅爲實行方案之可能實例，僅僅闡述來達成對 

本發明之各種原理之清晰理解。在實質上不脫離本發明之精 

神及各種原理的情況下，可對本發明之上述實施例做出許多 

變化及修改。所有此等修改及變化意欲在本文中包括於本揭

• 示內容及本發明之範疇內，且藉由隨附申請專利範圍來保護。

【0319】 例如，儘管許多實施例之表面改質層30係展示且論 

述爲形成於載具10上，但其可取而代之或另外形成於薄片20 

上。亦即，適當時，如表3-12及16之實例中所闡述的材料可 

施加於載具10、施加於薄片20、施加於載具10及薄片20兩 

者的將接合在一起的面上。

【0320】 另外，儘管一些表面改質層30描述爲控制接合強度 

以便甚至在400°C或600°C之溫度下處理物件2之後，允許薄
• 片20自載具10移除，但當然可能在比物件2順利完成之特 

定試驗之彼等溫度更低的溫度下處理物件，且仍達成自載具 

10移除薄片20而不破壞薄片20或載具10之能力。

【0321】 另外，儘管受控接合槪念已在本文中描述爲用於載 

具及薄片，但在某些情況下，該等槪念適用於控制玻璃、陶 

瓷或玻璃陶瓷之較厚片材之間的接合，其中可需要使片材（或 

其部分）彼此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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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 另外，儘管本文之受控接合槪念已描述爲適用於玻 

璃載具及玻璃薄片，但載具可由其他材料製成，該等其他材 

料例如陶瓷、玻璃陶瓷或金屬。類似地，可控制地接合至載 

具之片材可由其他材料製成，該等其他材料例如陶瓷或玻璃 

陶瓷。

[0323】 另外，儘管以上在實例3及5-12中之表面改質層係 

描述爲藉由電漿聚合形成，但其他技術可爲可能的，例如， 

藉由熱蒸發濺鍍、呈氣體形式的與接合表面反應之物質之UV

• 活化，或濕式化學方法。

【0324】 另外，儘管藉由實例6-12之電漿聚合形成的碳質表 

面改質層係使用甲烷作爲聚合物形成氣體來形成，但其他含 

碳源材料可爲可能的。例如，含碳源可包括以下至少一者： 

1）煙（烷痙、烯瘵、快瘵或芳族化合物）。烷瘵包括但不限於： 

甲烷、乙烷、丙烷及丁烷；烯瘵包括但不限於：乙烯、丙烯 

及丁烯；快痙包括但不限於：乙快、甲基乙快、乙基乙快及 

二甲基乙快；芳族化合物包括但不限於：苯、甲苯、二甲苯、
• 乙苯）；2）醇（包括：甲醇、乙醇、丙醇）；3）醛或酮（包括：甲 

醛、乙醛及丙酮）；4）胺（包括：甲胺、二甲胺、三甲胺及乙胺）；

5）有機酸（包括：甲酸及乙酸）；6）月青（包括：乙月青）；7） CO ； 

以及8） CO2。替代地，含碳源可包括以下一或多者：1）飽和 

或不飽和痙，或2）含氮或3）含氧飽和或不飽和瘵，4） C0或

CO2。一些通常典型含碳源材料包括含碳氣體，例如甲烷、乙 

烷、丙烷、丁烷、乙烯、丙烯、丙块、乙快、MAPP、CO及

CO2。

131



201529511

[0325】 另外，儘管如實例5及8-12中用以處理表面改質層 

且進而增加該表面改質層之表面能量的極性基團，或如實例 

7、16c ' 16d中用於表面改質層自身之形成的極性基團爲氮及 

氧，但例如硫及/或磷之其他極性基團可爲可能的。

[0326】 另外，儘管N2及NH3係用作含氮氣體，但其他含 

氮材料可能可使用，該等其他含氮材料例如阱、N2O、NO、 

N2O4、甲胺、二甲胺、三甲胺及乙胺、乙睛。

【0327】 此外，儘管所使用的含氧氣體爲N2-O2及02，但可 

• 能可使用其他含氧氣體，例如，03、H2O、甲醇、乙醇、丙 

醇、N2O、NO 及 N2O4。

【0328】 如自本文論述的實例可見，包括彼等後續處理表面 

改質層之表面改質層可達成自約1 nm （實例16b）或2 nm （實 

例3、4）至約10 nm （實例12c、8.8 nm）之厚度。另外，較厚 

表面改質層亦爲可能的，如相對於第15圖所解釋。然而，當 

厚度變成大於約70 nm時，表面改質層開始變得半透明，其 

對受益於光學清晰度之應用而言可爲不合需要的。

【0329】根據本申請案之各種上述槪念可以任何及所有不同 

組合方式彼此組合。舉例而言，各種槪念可根據以下態樣加 

以組合。

【0330】根據第一態樣，提供一種將薄片可控制地接合至載 

具之方法，該方法包含：

獲得具有薄片接合表面之薄片；

獲得具有載具接合表面之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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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表面改質層沉積於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 

之至少一者上，以便在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該 

一者上獲得第一表面能量；

處理該表面改質層以便使該第一表面能量變化至第二表 

面能量，其中該第二表面能量大於該第一表面能量；以及

經由該表面改質層將該薄片接合表面接合至該載具接合 

表面。

[0331] 根據第二態樣，提供態樣1之方法，其中該表面改 

• 質層係藉由以下之一來沉積且處理：

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含氮氣體處理 

該層；

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第一氣體隨後 

第二氣體順序處理該層，其中該第一氣體爲含氮氣體及含氫 

氣體之一，且其中該第二氣體爲該含氮氣體及該含氫氣體之 

另一者；

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含氧氣體處理 

該層；

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含氮氣體及含 

氧氣體處理該層；

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第一氣體隨後 

第二氣體順序處理該層，其中該第一氣體爲含氮氣體及含氫 

氣體，且其中該第二氣體爲含氮氣體。

【0332】 根據第三態樣，提供態樣2之方法，其中該含碳氣 

體包含煙、烷煙、烯痙、块瘵或芳族化合物之至少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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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3】 根據第四態樣，提供態樣3之方法，其中該含碳氣 

體包含甲烷、乙烷、丙烷、丁烷、乙烯、丙烯、丙烘、乙快、 

CO及CO2之至少一者。

【0334】 根據第五態樣，提供態樣2-4中任一態樣之方法， 

其中當使用含氫氣體時，該含氫氣體包含H2，且其中當使用 

含氮氣體時，該含氮氣體包含氨、N2、月井、N2O、NO、N2O4、 

甲胺、二甲胺、三甲胺、乙胺及乙月青之至少一者。

【0335】 根據第六態樣，提供態樣2-5中任一態樣之方法，

• 其中當使用含氫氣體時，該含氫氣體包含H2，且其中當使用

含氧氣體時，該含氧氣體包含02、03、H20、甲醇、乙醇、 

丙醇、N20、NO及N2O4之至少一者。

【0336】 根據第七態樣，提供態樣2-6中任一態樣之方法， 

其進一步包含在該電漿聚合期間使氫與該含碳氣體一起流 

動。

【0337】 根據第八態樣，提供態樣2、3、5-7中任一態樣之 

方法，其中該含碳氣體爲氟碳化合物。

【0338】 根據第九態樣，提供態樣2-8中任一態樣之方法， 

其中該表面改質層係自聚合物形成氣體及第二氣體之混合物 

沉積，其中該第二氣體爲該總混合物之＞30%。

【0339】 根據第十態樣，提供態樣9之方法，其中該第二氣 

體爲氫。

【0340】 根據第十一態樣，提供態樣9之方法，其中該第二 

氣體包含惰性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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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1】 根據第十二態樣，提供態樣1-11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該薄片接合表面包含玻璃。

【0342】 根據第十三態樣，提供態樣1-12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該載具接合表面包含玻璃。

【0343】 根據第十四態樣，提供態樣13之方法，其中該薄片 

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在該表面改質層之 

沉積之前包含G nm之平均表面粗糙度Ra。

【0344】 根據第十五態樣，提供態樣13或態樣14之方法，

• 其中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在該表 

面改質層之沉積及藉由02電漿之後續移除之後包含Q nm之 

平均表面粗糙度Ra。

[0345】 根據第十六態樣，提供態樣13或態樣14之方法， 

其中該載具接合表面在該表面改質層之沉積之前具有第一平 

均表面粗糙度Rai，其中該載具在該表面改質層已安置於其上 

且隨後藉由02電漿清潔移除之後具有第二表面粗糙度Ra2， 

且當平均表面粗糙度量測係於5x5微米區域上進行時，Rai
•與Ra2之間的差異G nm。

【0346】 根據第十七態樣，提供態樣1-16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該薄片具有口00微米之厚度。

[0347] 根據第十八態樣，提供態樣 1-17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 1 nm至70nm之厚度。

【0348】根據第十九態樣 提供態樣1-17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 2 nm至10 nm之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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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9】 根據第二十態樣，提供態樣1-19中任一態樣之方 

法，其中 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包 

含玻璃，且另外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及其處理在該接合表面上 

達成4 1 mJ/m?至80 mJ/m2之第二表面能量。

【0350】 根據態樣A ＞提供一種玻璃物件，其包含：

載具，其具有載具接合表面；

表面改質層，其安置於該載具接合表面上，其中該表面 

改質層經配置以便當該載具接合表面與玻璃片接合表面經由 

• 其之間的該表面改質層接合時，在使該物件經受藉由以下方 

式之溫度循環之後：在腔室中以每分鐘9.2°C之速率自室溫循 

環加熱至600°C，在600°C之溫度下保持10分鐘且隨後以每 

分鐘1°C冷卻至300°C，且隨後將該物件自該腔室移除且使該 

物件冷卻至室溫，該載具及片材在一者受固持且另一者經受 

重力的情況下不彼此分離，在該溫度循環期間不存在來自該 

表面改質層之除氣，且該片材可與該載具分離而不使該載具 

及該片材之較薄一者破裂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碎塊。

【0351】 根據態樣B，提供一種玻璃物件，其包含：

載具，其具有載具接合表面；

片材，其具有片材接合表面；

表面改質層，其安置於該載具接合表面及該片材接合表 

面之一上；

該載具接合表面與該片材接合表面經由其之間的該表面 

改質層接合，其中將該片材接合至該載具之表面能量具有如 

下特性，即在使該物件經受藉由以下方式之溫度循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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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腔室中以每分鐘9.2°C之速率自室溫循環加熱至600°C，在 

600°C之溫度下保持10分鐘且隨後以每分鐘1°C冷卻至300 

°C，且隨後將該物件自該腔室移除且使該物件冷卻至室溫， 

該載具及片材在一者受固持且另一者經受重力的情況下不彼 

此分離，在該溫度循環期間不存在來自該表面改質層之除 

氣，且該片材可與該載具分離而不使該載具及該片材之較薄 

一者破裂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碎塊。

【0352】 根據態樣C，提供態樣A或E中任一態樣之玻璃物 

• 件'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0.1 nm至100 nm之厚度。

【0353】 根據態樣D，提供態樣A或B中任一態樣之玻璃物 

件，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0.1 nm至10nm之厚度。

【0354】 根據態樣E，提供態樣A或B中任一態樣之玻璃物 

件，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0.1 nm至2 nm之厚度。

【0355】 根據態樣F之任一態樣，提供態樣A至E或1-20 

中任一態樣之玻璃物件，其中該載具爲包含不含鹼金屬、鋁 

矽酸鹽或硼矽酸鹽或鋁硼矽酸鹽玻璃之玻璃，其具有各自處 

於W0.05 wt.%之含量的碑及錯。

【0356】 根據態樣G之任一態樣，提供態樣A至F或1-20 

中任一態樣之玻璃物件，其中該載具及該片材之每一者具有 

1 00 mm X 1 00 mm或更大之大小。

【符號說明】

【0357】

2物件

5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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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厚度/物件厚度

10載具/玻璃載具

12第一表面

14接合表面

16周邊

18厚度

20薄片/薄玻璃片/片材

. 22 第一表面

24接合表面

26周邊

28厚度

30表面改質層

38厚度

40接合區域/受控接合區域

.50受控接合區域/區域/陣列

52周邊

56所要部分/中介層

57周邊

402線

404線

406線

502總表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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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極性分量

506分散分量

760堆疊

770玻璃片/片材

771玻璃片/片材

772玻璃片/片材

776第一主表面/主表面/第一表面

778第二主表面/主表面/第二表面

780蓋片/蓋材

781蓋片/蓋材

790表面改質層

791界面

792界面

793界面

794界面

900第一基板/載具

902表面

910第二基板/蓋材/載具

912表面/裸表面/蓋材表面/蓋材

920隔片

930加熱室

940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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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線

1002 線

1003 線

1004 線

1201 線

1202 線

1203 線

1204 線

1301 線

1302 線

1303 線

1304 線

1312 總表面能量

1314 極性分量

1316 分散分量

1401 線

1402 線

1403 線

1404 線

1501 線

1502 線

1503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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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線

1601 線

1602 線

1603 線

1604 線

1701 線

1702 線

1703 線

1704 線

［生物材料寄存】

國內寄存資訊【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7 \ \、

國外寄存資訊【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八、、

【序歹g表］（請換頁單獨記載）

务E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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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摘要
探申請案號：104102739

探申請日：2015年01月27日 ※店。分類：C°3C 2%ό 叫

【發明名稱】（中文涣文）

用於受控接合薄板與載具的表面改質層的處理

TREATMENT OF A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FOR CONTROLLED BONDING OF THIN SHEETS WITH

• CARRIERS

【中文】

一種將薄片可控制地接合至載具之方法，其中該薄片具 

有薄片接合表面，且該載具具有載具接合表面。將表面 

改質層沉積於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至少 

一者上，以便在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該一 

者上獲得第一表面能量。隨後，處理該表面改質層以便 

使該第一表面能量變化至第二表面能量，其中該第二表 

面能量大於該第一表面能量。而且，經由該表面改質層 

將該薄片接合表面接合至該載具接合表面。沉積該表面 

改質層，且處理該表面改質層可藉由電漿聚合製程來進 

行。

【英文】

A method of controllably bonding a thin sheet to a carrier, 

wherein the thin sheet has a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has a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Depo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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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onto at least one of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so 

as to obtain a first surface energy on the one of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and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Then, treating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so as to 

change the first surface energy to a second surface energy, 

wherein the second surface energy is greater than the first. 

And bonding the thin sheet bonding surface to the carrier 

bonding surface via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Depositing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layer, and treating it, 

may be done by plasma polymerization processes.

【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2）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載具/玻璃載具

12 第一表面

14接合表面

16周邊

20薄片/薄玻璃片/片材

24接合表面

26周邊

30表面改質層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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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將一薄片可控制地接合至一載具之方法，該方法包 

含以下步驟：

獲得具有一薄片接合表面之一薄片；

獲得具有一載具接合表面之一載具；

將一表面改質層沉積於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 

面之至少一者上，以便在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 

該一者上獲得一第一表面能量 ；

• 處理該表面改質層以便使該第一表面能量變化至一第二

表面能量，其中該第二表面能量大於該第一表面能量；以及 

經由該表面改質層將該薄片接合表面接合至該載具接合 

表面。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係藉由以下 

之一來沉積且處理 ：

. 一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一含氮氣體

處理該層；

一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一第一氣體 

隨後一第二氣體順序處理該層5其中該第一氣體爲一含氮氣 

體及一含氫氣體之一，且其中該第二氣體爲該含氮氣體及該 

含氫氣體之另一者；

一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一含氧氣體 

處理該層；

一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一含氮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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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含氧氣體處理該層；

一含碳氣體之電漿聚合以形成一層，接著用一第一氣體 

隨後一第二氣體順序處理該層，其中該第一氣體爲一含氮氣 

體及含氫氣體，且其中該第二氣體爲一含氮氣體。

3.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含碳氣體包含一瘗、一 

烷悭、一烯煙、一块癱或芳族化合物之至少一者。

• 4. 如請求項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含碳氣體包含甲烷、乙

烷、丙烷、丁烷、乙烯、丙烯、丙快、乙快、CO及CO2之 

至少一者。

5.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中當使用一含氫氣體時，該 

含氫氣體包含H2，且其中當使用一含氮氣體時，該含氮氣體 

包含氨、N2、阱、N20 ' NO ' N2O4、甲胺、二甲胺、三甲胺、

. 乙胺及乙月青之至少一者。

6.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中當使用一含氫氣體時，該 

含氫氣體包含H2 ＞且其中當使用一含氧氣體時，該含氧氣體 

包含02、03、H20、甲醇、乙醇、丙醇、N2O、NO及N2O4 

之至少一者。

7.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該 

電漿聚合期間使氫與該含碳氣體一起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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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含碳氣體爲一氟碳化合 

物。

9. 如請求項2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係自一聚合 

物形成氣體及一第二氣體之一混合物沉積，其中該第二氣體 

爲該總混合物之230%。

• 10.如請求項9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第二氣體爲氫。

11 ·如請求項9所述之方法5其中該第二氣體包含一惰性氣 

體。

1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薄片接合表面包含玻璃。

13.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載具接合表面包含玻璃。

14. 如請求項1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 

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在該表面改質層之沉積之前包含S1 

nm之一平均表面粗糙度Ra。

15.如請求項14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薄片接合表面及該載具 

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在該表面改質層之沉積及藉由02電 

漿之後續移除之後包含＜1 nm之一平均表面粗糙度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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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請求項13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載具接合表面在該表面 

改質層之沉積之前具有一第一平均表面粗糙度Rai，其中該載 

具在該表面改質層已安置於其上且隨後藉由02電漿清潔移 

除之後具有一第二表面粗糙度Ra2,且當平均表面粗糙度量測 

係於一 5x5微米區域上進行時，Rai與Ra2之間的差異G nm。

17.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薄片具有口00微米之一

• 厚度。

18.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1 nm至 

70 nm之一厚度。

19.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表面改質層具有2 nm至 

1 0 nm之一厚度。

• 20.如請求項1-19中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薄片接合表 

面及該載具接合表面之該至少一者包含玻璃，且另外其中該 

表面改質層及其處理在該接合表面上達成41 mJ/m2至80 

mJ/m2之一第二表面能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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