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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關於一種對半導體晶圓等被處理體施以電 

漿處理用的電漿處理裝置及電漿處理方法。

【先前技術】

在半導體元件的製造過程中，會對被處理體（半導 

體晶圓）進行蝕刻、灰化、成膜等各種製程。這些處理 

係使用電漿處理裝置而在可保持於真空氛圍的處理容 

器內對半導體晶圓施以電漿處理。

近年來，半導體晶圓的發展日漸大型化，而元件 

.則微細化，對此需要改善電漿處理的效率（例如成膜速 

度）以及晶圓面內處理的均勻性。於是，便著眼於一種 

在電漿處理裝置的處理容器內，將電極埋設於載置有 

半導體晶圓之載置台，並對該電極供給高頻電功率， 

來施加偏壓電壓給半導體晶圓同時進行電漿處理的方 

法（例如專利文獻1）。

對載置台之電極供給高頻電功率的情況中5相對 

於埋設於載置台之電極而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所配置 

之接地電位的導電性組件便形成為對向電極。也就是 

說，將偏壓用高頻電功率供給至載置台內之電極時， 

會形成有從該載置台經由電漿朝向對向電極5再從對 

向電極經由處理容器壁等而回到偏壓用高頻電源的接 

地端之高頻電流路徑（RF回傳電路）。當無法穩定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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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前述高頻電流路徑時，處理容器內所產生之電漿 

電位(Vp)的振幅便會變大，而難以穩定地進行電漿處 

理。又，當電漿電位的振幅過大時，特別是在數十Pa 

以下之低壓下的處理中，通常由鋁等所形成之對向電 

極的表面會有因電漿作用而受到濺射因而產生污染的 

情況。為了抑制電漿電位之振動，便必須充分確保對 

向電極的面積。但是，如專利文獻1之習知技術的微 

波電漿處理裝置中，由於處理容器上部係配置有微波 

穿透板，因此不同於平行平板式等的電漿處理裝置， 

則要充分確保對向電極之面積便會有裝置結構上的限 

制。

由於前述原因，提出有一種電漿處理裝置，係在 

微波電漿處理裝置中，於處理容器內側處，在微波穿 

透板之周緣部可拆裝式地安裝有矽或鋁製的環狀對向 

電極(例如專利文獻2、3)。該等專利文獻2 ' 3等之習 

知技術中，係藉由充份確保對向電極的面積，而可穩 

定將高頻電功率供給至載置台時的電漿電位(Vp)。但 

是，專利文獻2'3之對向電極由於係緊貼微波穿透板 

而設置，因此會讓微波導入用之有效面積變狹小，使 

得微波導入本身變得不穩定，而有可能無法於處理容 

器內穩定地產生電漿。又，微波電漿處理裝置中，由 

於會在微波穿透板正下方產生電漿，因此靠近微波穿 

透板區域處的電子溫度便會最高。是以，如專利文獻

2、3般讓對向電極緊貼微波穿透板而朝處理空間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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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則對向電極的前端會容易被電漿溶削，而亦 

有發生污染之顧慮。

專利文獻1 ：國際公開WO 2009/123198 A1

專利文獻2：日本特開平9-266095號公報

專利文獻3 :日本特開平10-214823號公報

本發明有鑑於前述情事，其目的為，在一種對載 

置有被處理體之載置台的電極供給偏壓用高頻電功率 

方式的電漿處理裝置中，可抑制電漿電位之振動來穩 

定地產生電漿，並可防止因金屬製對向電極之濺鍍所 

造成的污染。

【發明內容】

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具備有：處理容器，係於 

上部形成有開口，而使用電漿來對被處理體進行處 

理；載置台，係於該處理容器內載置被處理體；第1 

電極，係埋設於該載置台，而施加偏壓電壓給被處理 

體；介電體板，係封閉該處理容器之開口以劃分出電 

漿產生空間，並可讓微波穿透而導入至該處理容器 

內；平面天線，係設置於該介電體板上方，並將微波 

產生裝置所產生的微波經由該介電體板而導入至該處 

理容器內；蓋組件，係設置於該處理容器上部而呈現 

環狀，並於其內周側具有朝該電漿產生空間突出的抵 

接支撐部，以藉由該抵接支撐部之上方面來支撐該介 

電體板的外周部；環狀擴張突出部，係從該處理容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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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抵接支撐部朝該處理容器內之電漿產生空間而與 

該介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地突出，且構成相隔著該 

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第1電極成對之第2電極的至少 

一部分；以及空間，係形成於該擴張突出部之上方面 

與該介電體板之下方面之間。

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地該擴張突出部 

之上方面與該介電體板之下方面的間隔為10mm以上 

30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地該擴張突 

出部係設置為其前端之突出量不會抵達該載置台所載 

置之被處理體的端部上方處。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地該介電體 

板與該擴張突出部之間的空間係設置有導入處理氣體 

的氣體導入口。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該擴張突出部可 

與該蓋組件為一體成形，抑或，該擴張突出部可與該 

處理容器為一體成形。又，該擴張突出部可為固定於 

該蓋組件之輔助電極組件，抑或固定於該處理容器之 

輔助電極組件。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係於該擴張 

突出部之表面設置有凹凸。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地面向該電 

漿產生空間之該第2電極的表面積係對比於該載置台 

之該第1電極的埋設區域面積而為1以上5以下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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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地係於該擴 

張突出部之表面更具備有保護膜。在此例中，該保護 

膜較佳係由矽所構成。

又，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較佳係沿著高度 

至少較該載置台之載置面要低位置處的該處理容器內 

壁而更具備有絕緣板。在此例中，較佳地該絕緣板係 

形成為抵達連續設置在該處理容器下部的排氣室之位 

置處。

本發明之電漿處理方法係使用電漿處理裝置，而 

於處理容器內產生電漿並藉由該電漿來對被處理體進 

行處理；其中該電漿處理裝置具備有：處理容器，係 

於上部形成有開口，而使用電漿來對被處理體進行處 

理；載置台，係於該處理容器內載置被處理體；第1 

電極，係埋設於該載置台，而施加偏壓電壓給被處理 

體；介電體板，係封閉該處理容器之開口以劃分出電 

漿產生空間，並可讓微波穿透而導入至該處理容器 

內；平面天線，係設置於該介電體板上方，並將微波 

產生裝置所產生的微波經由該介電體板而導入至該處 

理容器內；蓋組件，係設置於該處理容器上部而呈現 

環狀，並於其內周側具有朝該電漿產生空間突出的抵 

接支撐部，以藉由該抵接支撐部之上方面來支撐該介 

電體板的外周部；環狀擴張突出部，係從該處理容器 

或該抵接支撐部朝該處理容器內之電漿產生空間而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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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介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地突出，且構成相隔著該 

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第1電極成對之第2電極的至少 

一部分；以及空間，係形成於該擴張突出部之上方面 

與該介電體板之下方面之間。在此例中，處理壓力可 

為40Pa以下。

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曲於係具備有從處理容器 

或抵接支撐部而與介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地朝電漿 

產生空間突出，且構成了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而與第 

1電極成對之第2電極的至少一部分之環狀擴張突出 

部，故可充分確保第2電極的面積，並可抑制電漿電 

位(Vp)的振動。又，亦可藉由增加第2電極的面積來 

抑制第2電極的表面因電漿作用而受到濺射，從而可 

防止污染。又，藉由確保足夠大小的第2電極面積， 

亦可抑制其他部位的短路和異常放電。再者，由於係 

設置有與介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的擴張突出部，因 

此無需縮小介電體板的有效面積，便可導入足夠的微 

波電功率而於處理容器內穩定地形成電漿。

【實施方式】

以下，參考圖式詳細說明本發明之實施形態。

〔第1實施形態〕

第1圖係顯示本發明之電漿處理裝置第1實施形 

態的電漿處理裝置100之概略結構示意剖面圖。又， 

第2A圖係顯示第1圖重點部分的放大剖面圖。第2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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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係電漿處理裝置100結構組件之蓋組件外觀立體 

圖。又，第3A圖係顯示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的 

平面天線之平面圖。

電漿處理裝置100係構成為一種利用具有複數個 

槽孔狀孔洞之平面天線，特別指RLSA（Radial Line Slot 

Antenna ；輻射線槽孔天線）來將微波導入處理容器 

內，而在處理容器內產生高密度且低電子溫度的微波 

激發電漿之RLSA微波電漿處理裝置。電漿處理裝置 

100中可利用具有lxlOlo~5xlO12/cm3電漿密度及0.7 

〜2eV低電子溫度的電漿來進行處理。於是，電漿處 

理裝置100便可適用於各種半導體裝置的製造過程 

中，例如將被處理體之矽氧化而形成矽氧化膜（例如 

SiO2膜），抑或氮化而形成矽氮化膜（例如SiN膜）等目 

的。

電漿處理裝置100係構成為密閉式，其具備有用 

以容納被處理體（半導體晶圓W，以下簡稱為「晶圓」） 

的略呈圓筒狀處理容器1。此處理容器1為接地電位， 

係由例如鋁或其合金5或是不鑼鋼等之金屬材料所構 

成。此外，處理容器1亦可非為單一的容器，而是被 

分割為複數個部分。又，處理容器1上部係可開闔地 

設置有用以將微波導入至電漿產生空間S的微波導入 

部26。也就是說，微波導入部26係配置於處理容器1 

的上端部。又，處理容器1的下部處係連結有排氣室

11。處理容器1係形成有複數個冷卻水流道3a而可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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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處理容器1之壁。於是，便可抑制因電漿熱量所造 

成之熱膨脹而導致與微波導入部26所接觸之接面部 

產生錯位或電漿損傷，從而可防止密封性降低或微粒 

產生。

在處理容器1內用於支撐晶圓W呈水平的載置台 

5係設置為藉由自排氣室11底部中央朝上方延伸之圓 

筒狀支撐部4而被加以支撐之狀態。構成載置台5以 

及支撐部4的材料列舉可為例如石英、氮化鋁（A1N）、 

三氧化二鋁（A12O3）等陶瓷材料，但較佳地為該等材料 

中熱傳導性良好的A1N。又，載置台5係埋設有電阻 

加熱式的加熱器5a，而藉由來自例如200V之交流電 

源（加熱器電源6）的供電來加熱載置台5，並利用該熱 

量來加熱被處理體（晶圓W）。連接加熱器5a與加熱器 

電源6的供電線6a係設置有能夠濾除RF（高頻）的濾箱 

45。載置台5的溫度係藉由插入於載置台5之圖中未 

顯示的熱電耦來測量，並根據來自熱電耦之訊號來控 

制加熱器電源6,而可穩定地將溫度控制在例如室溫 

至800°C之範圍內。

又，載置台5內部的表面側係於較加熱器5a要上 

方處埋設有作為第1電極的偏壓用電極7。該電極7 

係埋設在大略對應於載置台5所載置的晶圓W之區域 

處。電極7的材質可使用例如銅、鴿等的導電性材料。 

電極7係形成例如網格狀、格子狀、漩渦狀等形狀。 

又，係設置有覆蓋載置台5表面及側壁整面之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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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罩體8a可防止電漿作用於載置台5產生了濺射而 

成為金屬污染原因。為了引導晶圓W，該罩體8a表面 

係設有尺寸較晶圓要大，而深度大略與晶圓W的厚度 

相同之凹槽（溝槽）。晶圓W配置於該凹槽處。又，為 

了譲處理容器1內均勻地排氣，載置台5周圍係設有 

環狀的石英製阻流板8b。該阻流板8b具有複數個孔 

8c，而由支柱（圖中未顯示）所支撐。再者，載置台5 

係設置有可相對於載置台5表面突陷之複數個晶圓支 

撐銷（圖中未顯示），其係用以支撐並昇降晶圓W。

處理容器1的底壁la大約中央部處係形成有圓形 

的開口部10，而底壁la處則連結設有與該開口部10 

相連通，並朝下方突出以使得處理容器1內部能均勻 

地排氣之排氣室11。排氣室11側面處係形成有排氣 

口 11b，並於該處連接有排氣管23。該排氣管23係連 

接至包含有真空泵的排氣裝置24。然後藉由該排氣裝 

置24的作動，來使處理容器1內之氣體朝排氣室11 

的空間lla內均勻地排出，再經由排氣管23而排氣。 

藉此，便可將處理容器1內高速地減壓至特定真空度 

（例如0.133Pa）。此外，排氣管23亦可連接至排氣室 

11的底面。此外，排氣室11亦可形成於處理容器1 

的內部。

此外，處理容器1的側壁lb處係設有用以進行晶 

圓 W的搬出入之搬出入口，以及用以開關該搬出入口 

之閘閥（兩者圖中均未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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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容器1的上部係形成開口部，而氣密地配置 

有將該開口部予以封閉之微波導入部26。該微波導入 

部26可藉由圖中未顯示之開闔機構而開啟/關閉。微 

波導入部26的主要結構係自載置台5側依序具有：蓋 

組件27、微波穿透板28、平面天線31、慢波材33 ； 

再者，係藉由例如SUS（不鑼鋼）、鋁、其合金等材質 

所構成的導電性罩體34來覆蓋慢波材33 °罩體34的 

外周部係藉由固定組件36並透過環狀扣環35而被固 

定在蓋組件27。

蓋組件27為接地電位，而由與處理容器1相同的 

材質所構成。在本實施形態中，環狀之蓋組件27形成 

有開口部。蓋組件27的內周部分係露出於處理容器1 

內的電漿產生空間S中，而構成對向於下部電極（載置 

台5之電極7）之對向電極（第2電極）。環狀蓋組件27 

的內周面係形成有較處理容器1之內壁面要朝電漿產 

生空間S更突出的突出部60。如第2A圖、第2B圖所 

示，突出部60具有：在其上方面抵接支撐著微波穿透 

板28的抵接支撐部60A、以及較該抵接支撐部60A要 

更加朝處理容器1內的電漿產生空間S突出之擴張突 

出部60B °由於抵接支撐部60A與擴張突出部60B形 

成有段差，因此在將微波穿透板28配置於抵接支撐部 

60A時，便會在微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0B之間 

形成有環狀空間S1。本實施形態中，該擴張突出部60B 

主要係具有作為對向電極的功能。此外，空間S1係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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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

又，蓋組件27係於抵接支撐部60A內周面的複 

數位置（例如32個位置）處均等地設有氣體導入口 

15a。也就是說，在抵接支撐部60A與擴張突出部60B 

之間，形成段差的抵接支撐部60A之壁處係設有環狀 

散布而呈開口的氣體導入口 15a。各氣體導入口 15a 

皆朝向空間S1形成開口，而可分別將處理氣體導入至 

空間S1。自該等氣體導入口 15a往蓋組件27內部分 

別設有傾斜延伸的氣體導入路徑15b。此外，氣體導 

入路徑15b亦可形成為水平狀。各氣體導入路徑15b 

係與水平地形成於蓋組件27及處理容器1上部之環狀 

通道13相連通。藉此，便可均勻地將處理氣體供給至 

處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空間S及空間S1。

於處理容器1與蓋組件27之抵接部處，例如Ο 

環等密封組件9a、9b係沿著環狀通道13而配置在其 

外側及內側，藉以保持抵接部的氣密狀態。也就是說， 

當微波導入部26關閉之狀態下，處理容器1之側壁 

lb的上端面與具開闔功能的蓋組件27之間係藉由密 

封組件9a及9b而形成密封狀態。密封組件9a、9b係 

由例如Kalrez（商品名稱；DuPont公司製）等氟系橡膠 

材料所構成。又，蓋組件27之外周面形成有複數個冷 

媒通道27a。藉由讓冷媒流通於冷媒通道27a，可冷卻 

蓋組件27及微波穿透板28之外周部。藉此，可防止 

因電漿熱量所造成之熱膨脹而導致接面部位錯位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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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而可防止密封性降低或微粒產生。

作為介電體板之微波穿透板28係由介電體，例如 

石英或A12O3、A1N、藍寶石、SiN等陶瓷所構成。微 

波穿透板28具有微波導入窗之功能，能讓來自平面天 

線31之微波穿透而導入至處理容器1內的電漿產生空 

間S。微波穿透板28之下方面（載置台5側）並不限於 

平坦狀，為了讓微波均勻化以使電漿穩定化，亦可形 

成有例如凹部或溝槽。

微波穿透板28之外周部係透過密封組件29在氣 

密狀態下支撐於蓋組件27之突出部60的抵接支撐部 

60A上。於是，將微波導入部26關閉之狀態下，處理 

容器1與微波穿透板28便會劃分出電漿產生空間S， 

且可保持電漿產生空間S之氣密。

平面天線31係呈現圓盤狀，而藉由罩體34的外 

周部卡合於微波穿透板28上方。該平面天線31係由 

例如表面鍍覆有金或銀的銅板、鋁板、鎳板、黃銅板 

等之金屬板所構成，且具有供微波等電磁波放射的複 

數個槽孔32。該槽孔32係貫穿平面天線31所形成， 

而以特定圖樣配列有倆倆成對的孔洞。

槽孔32係例如第3A圖所示般形成長溝狀，鄰接 

之槽孔32彼此係通常配置呈「T」字形，且這些複數 

個槽孔32係配置呈同心圓狀。槽孔32的長度和配列 

間隔係配合導波管37內的微波波長（；lg）來決定，例 

如槽孔32的間隔係配置為Xg/4至Zg°此外，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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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圖中，將形成為同心圓狀之相鄰槽孔32彼此的間 

距以△!·來表示。又，槽孔32亦可為圓形、圓弧形等 

其他形狀。再者，槽孔32的配置形態並無特別限制， 

除同心圓外，舉例而言，亦可配置為螺旋狀、放射狀。

慢波材33係具有比真空更大的介電係數，而設置 

於平面天線31的上方面。舉例而言，此慢波材33係 

由石英、陶瓷、聚四氟乙烯等氟系樹脂及聚醯亞胺系 

樹脂所構成。另外，由於微波的波長在真空中會變長， 

該慢波材33具有能讓微波波長變短以調整電漿的功 

能。此外，平面天線31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又， 

慢波材33與平面天線31之間係可各別地緊貼或分離 

設置，但以緊貼為佳。

罩體34係形成有冷媒通道34a，藉由讓冷媒流通 

過該處來冷卻罩體34 '慢波材33 '平面天線31、微 

波穿透板28及蓋組件27。藉此，可防止這些組件的 

變形和破損，從而穩定地產生電漿。此外，平面天線 

31及罩體34為接地狀態。

罩體34之上部中央處係形成有開口部34b，該開 

口部34b則連接有導波管37。此導波管37之端部係 

透過匹配電路38而連接有微波產生裝置39。藉此， 

微波產生裝置39所產生之頻率例如2.45GHz的微波便 

會透過導波管37而朝前述平面天線31傳播。微波的 

頻率亦可使用8.35GHz、1.98GHz等頻率。

導波管37係具有自前述罩體34的開口部34b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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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延伸之截面呈圓柱狀的同軸導波管37a、以及透 

過模式轉換器40連接於該同軸導波管37a上端部之朝 

水平方向延伸的矩形導波管37b。矩形導波管37b與 

同軸導波管37a之間的模式轉換器40係具有能夠將在 

矩形導波管37b內以TE模式傳播的微波轉換成TEM 

模式之功能。同軸導波管37a中心處的內導體41係自 

模式轉換器40延伸至平面天線31，而內導體41之下 

端部處則連接固定在平面天線31中心處。又，平面天 

線31與罩體34係形成扁平導波路徑。藉此，微波便 

會經由同軸導波管37a的內導體41而被導入至平面天 

線31中央部，再自該處呈放射狀有效率地均勻傳播。

接下來，說明電漿處理裝置100的氣體供給構 

造。如第2A圖所放大顯示般，在處理容器1之側壁 

lb的任意部位（例如均等的4個部位）處形成有於垂直 

方向貫穿側壁lb內部及底壁la之複數個氣體供給通 

道12。氣體供給通道12係連接至形成於處理容器1 

之側壁lb上端部與蓋組件27下端部的接面部之環狀 

通道13。環狀通道13係透過氣體供給通道12、氣體 

供給管12a而連接至氣體供給裝置16。此外，亦可構 

成為藉由將氣體供給通道形成於水平方向，來將氣體 

供給裝置16自處理容器1側面連接至環狀通道13。

環狀通道13係在處理容器1上端面與蓋組件27 

下端面的抵接部分處而由段差部18和段差部19所形 

成之氣體通道。段差部18係設置於蓋組件27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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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段差部19則設置於處理容器1側壁lb的上端 

面。此環狀通道13係圍繞處理容器1內的電漿產生空 

間S而於略水平方向形成為環狀。此外，亦可藉由在 

處理容器1之側壁lb上端面或蓋組件27下方面處形 

成溝槽(凹部)來構成環狀通道13。環狀通道13係具有 

朝各氣體導入路徑15b均等地分配供給氣體而作為氣 

體分配機構之功能，其能夠發揮防止處理氣體偏向特 

定氣體導入口 15a被供給而被不均勻地供給至處理容 

器1內之功能。如上所述，本實施形態中，由於可將 

來自氣體供給裝置16的處理氣體，經由各氣體供給通 
道12、環狀通道13、各氣體導4路徑15b，而從例如 

32個位置之氣體導入口 15a均勻地導入至處理容器1 

內的電漿產生空間S及空間S1「故可提高處理容器1 

內之電漿均勻性。

接著，說明對載置台5所載置的晶圓W施加偏壓 

電壓之偏壓電壓施加機構。埋設於載置台5之電極7 

係構成為透過貫通支撐部4當中&勺供電線42與匹配器 

(M.B.)43而連接有施加偏壓用之貪頻電源44，便可對 

晶圓W施加高頻偏壓。如上所述，將來自加熱器電源 

6的電功率供給給加熱器5a之供電線6a處係設置有濾 

箱45。另外，匹配器43與濾箱45係透過遮蔽盒46 

而相連結、單元化，且安裝在排氣室11底部。遮蔽盒 

46係由例如鋁、SUS等導電性材料所構成。遮蔽盒46 

內係設置有連接於供電線42之銅等材質的導電板

19



201234408

47，並連接至匹配器43內之匹配器（圖中未顯示）。藉 

由使用導電板47，可增加與供電線42的接觸面積， 

並可減少接觸電阻以減低連接部分處的電流損失。如 

上所述，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0由於係構成 

為透過遮蔽盒46來將匹配器43與濾箱45予以連結、 

單元化，並直接連接至處理容器1之排氣室11下部， 

故可減少從高頻電源44供給至電極7之高頻電功率的 

損失，從而可提高電功率消耗效率，並穩定地供給電 

功率。藉此，由於可對載置台5所載置之晶圓W穩定 

地施加高頻偏壓，故可使處理容器1內所產生之電漿 

穩定化，從而可均勻地進行電漿處理。

如上所述，前述蓋組件27的內周側係形成有為蓋 

組件27的一部分，且具有抵接支撐部60A與擴張突 

出部60B之突出部60。如此般，藉由使得蓋組件27 

與突出部60為一體成型，可確保熱傳導性與導通性。 

突出部60的擴張突出部60B具有其上方面60B1、前 

端面60B2及下方面60B3。這些突出部60皆是面向電 

漿產生空間S所形成，且為具有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 

S而與第1電極（載置台5的電極7）成對之對向電極（第 

2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從第2A圖中之 

蓋組件27的抵接支撐部60A與微波穿透板28之抵接 

部位處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A），環繞突出部60所 

露出之表面（即，抵接支撐部60A之表面及擴張突出部 

60B之上方面60B1、前端面60B2及下方面6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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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抵接支撐部60A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圖中圈圈 

所示部位B ；與上部襯套49a之抵接端），該表面係具 

有對向電極功能之部分。本實施形態中，部位A至部 

位B之環狀蓋組件27的內周表面係露出於電漿產生空 

間S而形成環狀對向電極。如此般，藉由讓主要形成 

對向電極之環狀組件朝電漿產生空間突出般設置，則 

即使是在因具備微波穿透板28而難以在載置台5正上 

方位置處設置對向電極的RLSA方式電漿處理裝置 

100中，仍可確保足夠的對向電極表面積。

在本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裝置100中，具有對向 

於下部電極之對向電極功能的部分，可定義為露出至 

電漿產生空間s，且具有接地電位的導電性組件。此 

外，如後所述，由於對向電極的表面可設有保護膜48， 

因此「露出至電漿產生空間S」一詞，亦包含受到保 

護膜48包覆之狀態。又，具有對向電極功能的更具體 

定義可以下述作為一基準，舉例而言，對向電極係一 

種於較載置台5的晶圓載置面要更上方處具有面向電 

漿產生空間S的露出表面，且當處理容器1內產生有 

電漿之情況係暴露在電子密度lxl0“/cm3以上的電漿 

中之導電性組件。然而，前述電子密度的數值僅為例 

示，該數字沒有特定限制。舉例而言，第3B圖係顯示 

於電漿處理裝置100中，當改變處理壓力與間隙G（晶 

圓W表面至微波穿透板28之距離）時，測量處理容器 

1內之微波穿透板28中心部正下方部位處之電子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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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子溫度的結果。如此地，由於處理容器1內所產 

生之電漿的電子密度和電子溫度亦會依處理壓力或間 

隙G而改變，故較佳地，宜配合處理壓力或間隙G來 

調整對向電極表面積。此外，間隙G例如在50mm〜 

150mm範圍內較佳，在70mm〜120mm範圍內更佳。

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而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部 

分的面積（在本專利說明書中記載為「對向電極表面 

積」）相對於載置台5之電極7的埋設區域面積（在本 

專利說明書中記載為「偏壓用電極面積」）的面積比係 

達1以上者為佳，1以上5以下範圍內較佳，1以上4 

以下之範圍內更佳，期望於2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 

當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比例（對 

向電極表面積/偏壓用電極面積）未達1時，則電漿電位 

的振動會變大，而無法在處理容器1內穩定地產生電 

漿，且會因對向電極附近處的電漿，導致濺射作用增 

強而使得對向電極表面被溶削，成為鋁污染的原因。 

又，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比例（對 

向電極表面積/偏壓用電極面積）雖然越大越好，但由於 

裝置尺寸及構造上的限制，上限可設定為5，較佳地 

為4以下。此外，所謂載置台5之電極7的埋設區域 

面積係指將具有例如網格狀、格子狀、漩渦狀等形狀 

的開口或間隙之電極7,包含其開口及間隙部分而視 

為同一平面情況下之該平面區域的面積。

較佳地，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0前端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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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突出部60B的前端面60B2）的突出量係未達載置台5 

所載置之晶圓W上方（晶圓W周緣端之位置Pwe處）。 

若突出部60的前端較晶圓W周緣端之位置Pwe要更 

靠近內側處，則處理容器1內所產生之高密度且均勻 

的電漿大小便會較晶圓尺寸要來得小，使得晶圓W周 

緣部的電漿密度減少，而對晶圓W外周部之處理內容 

均勻性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於具有對向電極功 

能之突出部60前端部（前端面62B2）的相反側（處理容 

器1之側壁lb側）處，與側壁lb之抵接端雖會成為基 

端部，但在本實施形態中，其只要至中途之部位B為 

止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即可。也就是說，本實施形 

態中，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0所露出之下方面 

60B3的端部會成為與上部襯套49a之接點（第2A圖所 

示部位B）。

又，面向空間S1之擴張突出部60B的上方面60B1 

係自微波穿透板28的下方面分離配置。也就是說，擴 

張突出部60B係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而與微波穿透板 

28之間相隔著間隔L1呈突出。如此般，藉由讓微波 

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2之間相隔著間隔L1，便不 

會減少微波穿透板28之微波導入用的有效面積，而可 

充份地確保作為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又，空間S1係成 

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由於空間S1處亦會產生 

電漿，因此可穩定地維持處理容器1內電漿。相對地， 

如傳統之電漿處理裝置般未設置有間隔L1，而是使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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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2緊貼設置之情況，若欲 

增加處理容器1內之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則必須增加 

朝向微波穿透板28中心側的突出量。如此一來，當產 

生電漿時，由於微波穿透板28的有效面積會對應於其 

與擴張突出部60B之上方面60B1接觸面積的多寡而 

減少，故朝處理容器1內之微波電功率的供給量便會 

減少而無法產生電漿，或縱使產生仍會變得不穩定。 

為了解決此問題，便需加大處理容器1，但若設置面 

積增大，則裝置製造成本亦會增加。又，微波穿透板 

28與擴張突出部60B為緊貼設置的情況，則微波穿透 

板28與對向電極之接點附近(也就是說，擴張突出部 

60B的前端)處的對向電極表面會在高密度電漿中被濺 

射而容易產生金屬污染。

較佳地，該間隔L1係大於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 

所產生之電漿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的鞘層(sheath)厚 

度，又，較佳為遠大於電子平均自由行徑之距離。舉 

例而言，第1圖之電漿處理裝置100中，當處理壓力 

為6.7Pa時，施加50V高頻偏壓電壓情況下的鞘層厚 

度約為0.25mm，而電子平均自由行徑則約為8mm。 

因此，較佳係使間隔L1為例如10mm以上30mm以下 

之範圍內，更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 

若間隔L1在前述範圍內，則可在處理容器1內穩定地 

產生電漿。若間隔L1未達10mm，則空間S1內便會 

有異常放電產生等之電漿不穩定的情況，特別是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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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L1為鞘層厚度以下時，處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會 

變得困難。另一方面，若間隔L1超過30mm，由於擴 

張突出部60B會太接近載置台5之電極7，故會難以 

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再者，亦有可能因載置台 

5之熱量而導致擴張突出部60B遭受熱損傷。

又，同樣地，為了避免擴張突出部60B太接近載 

置台5之電極7，擴張突出部60B之厚度（也就是說， 

上方面60B1與下方面60B3的距離）L2的上限較佳為 

例如20mm °然而，若擴張突出部60B之厚度L2過小 

時，由於作為對向電極之效果會降低，故厚度L2之下 

限較佳為例如5mm。因此，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0B 

之厚度L2為5mm以上2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 

7mm以上17mm以下之範圍內。

再者，為了讓擴張突出部60B發揮作為對向電極 

之功能，並避免擴張突出部60B太接近載置台5之電 

極7,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0B之下方面60B3到載置 

台5上方面的距離L3（此處係指兩組件的高度位置差） 

為例如15mm以上6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20mm 

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0亦可構成為 

將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較擴張突出部60B要上方之 

位置處，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擴張突出部60B與微波 

穿透板28間的空間S1。藉由前述結構，可促進微波 

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的氣體置換與排出，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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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氣體更易活性化。其結果，可在微波穿透板28正 

下方之空間S1整體有效率地產生電漿。此外，空間 

S1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再者，關於其他效果， 

如後述實施例所示，藉由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 

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當在電漿處理裝置100中進 

行例如電漿氮化製程之情況等，由於可促進從石英製 

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的氧氣朝向處理容器1外之排 

出，故可抑制所成膜之氮化膜中的氮濃度降低。此外， 

氧氣自微波穿透板28排出的原因推測有2種情況，一 

為石英製微波穿透板28中原本就存在的氧氣被排 

出；二為過去曾在電漿處理裝置100中對具有氧化膜 

之晶圓W進行電漿處理時，自晶圓W所排出的氧氣 

暫時吸附在微波穿透板28，而該氧氣又在進行電漿氮 

化處理時排出。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0中，構成對向電 

極之蓋組件27突出部60所露出的表面係設置有保護 

膜48。也就是說，由於蓋組件27係由例如鋁或其合 

金等金屬所製成，故為了防止因曝露於電漿時受到濺 

鍍而造成金屬污染或微粒，便如第2圖所放大顯示般 

地披覆有保護膜48。保護膜48係形成於抵接支撐部 

60A的表面以及擴張突出部60B的上方面60B1、前端 

面60B2及下方面60B3。考慮到保護膜48會被溶削而 

產生污染及微粒，保護膜48的材質較佳地為矽。矽可 

具有例如單晶矽及多晶矽等的結晶構造，亦可為非晶 

26



201234408

矽構造。縱使於突出部60形成有保護膜48，仍可保 

持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來穩定地產生電漿並進行均 

勻的電漿處理。保護膜48能有效地形成從載置台5相 

隔著電漿產生空間S而經由對向電極（突出部60）流向 

蓋組件27之高頻電流通道，來抑制其他部位處的短路 

或異常放電，同時保護對向電極表面不會受到電漿所 

造成的氧化作用或濺射作用，以抑制因對向電極的構 

成材質（鋁等金屬）而導致污染產生。又，以矽膜作為 

保護膜48的情況，即便因電漿氧化作用而使得矽膜受 

氧化而形成二氧化矽薄膜（SiO2膜），但由於其為非常 

薄且介電率與電阻率之積乘較小的材質，故對於從載 

置台5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S而朝向對向電極（蓋組件 

27）流通之電流通道的妨礙較小，可穩定地保持適當的 

高頻電流通道。

又，作為保護膜48的矽膜較佳地為膜中氣孔率較 

小且緻密的低電阻率膜。由於膜中的氣孔率較大時體 

積電阻率亦增大，故例如氣孔率在1〜10%範圍內，而 

體積電阻率在5χ104-5χ105Ω· cm2範圍內者為佳。這 

類矽膜以例如電漿熔射法所形成者為佳。又，保護膜 

48的厚度較佳地在例如10〜800卩m範圍內，更佳地在 

50〜500|im範圍內，期望在50〜150μηι範圍內。若保 

護膜48的厚度未達10卩m，則無法獲得足夠的保護作 

用，若超過800μπι，則會因應力而容易產生裂痕或剝 

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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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膜48除了例如電漿熔射法以外，亦可藉由 

PVD（物理氣相沉積）、CVD（化學氣相沉積）等薄膜形成 

技術來形成。當中又以較便宜、加工容易、能夠形成 

前述氣孔率及體積電阻率易於控制在適當範圍內的保 

護膜48之熔射法為佳。熔射法有火焰熔射、電弧熔 

射、雷射熔射、電漿熔射等，但以可控制性良好地形 

成高純度膜之電漿熔射為佳。又，電漿熔射法可列舉 

有大氣壓電漿熔射法、真空電漿熔射法等，任一者皆 

可使用。

此外，保護膜48亦可取代矽而使用TiN、Y2O3、 

AI2O3、SiO2 等。

又，根據本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裝置100，處理 

容器1內周係設置有石英所構成之圓筒狀襯套。襯套 

之結構包含：上部襯套49a，主要係作為覆蓋處理容 

器1之上部內面的第1絕緣板；以及下部襯套49b， 

係與該上部襯套49a連續設置，而主要作為覆蓋處理 

容器1之下部內面的第2絕緣板。上部襯套49a及下 

部襯套49b的作用在於防止處理容器1之壁與電漿相 

接觸，來防止處理容器1之構成材料所造成的金屬污 

染，並防止從載置台5朝向處理容器1之側壁lb的高 

頻電流短路或異常放電發生。設配置在與載置台5間 

的間隔極為接近位置處之下部襯套49b的厚度係遠大 

於上部襯套49a。上部襯套49a及下部襯套49b之厚度 

只要是不會產生高頻電流短路或異常放電，並考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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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而設定即可。較佳地，係在例如2mm至30mm的 

厚度範圍內，而將下部襯套49b設定為較上部襯套49a 

要來得厚。

又，下部襯套49b係設置為會覆蓋住較埋設有電 

極7之載置台5高度更低位置處的處理容器1與排氣 

室11內面之至少一部分，較佳地係幾乎覆蓋其整體。 

其係因為於載置台5下方部位處，由於載置台5與處 

理容器1之距離為最短，而為了防止該部位處的異常 

放電。此外，上部襯套49a及下部襯套49b之材質雖 

以石英為佳，但亦可使用 AI2O3、A1N、丫2。3等陶瓷 

等的介電體。此外，上部襯套49a及下部襯套49b亦 

可藉由披覆前述材料來形成。又，例如鋁製上部襯套 

49a、下部襯套49b之表面亦可以電漿熔射法來披覆例 

如SiO2膜。

電漿處理裝置100之各構成部係構成為連接至具 

有電腦的控制部50而受到控制。控制部50例如第4 

圖所示，係具備有具CPU的製程控制器51、連接至該 

製程控制器51的使用者介面52及記憶部53。製程控 

制器51係用以統籌並控制電漿處理裝置100中，例如 

溫度、壓力、氣體流量、微波輸出、施加偏壓用高頻 

電功率等製程條件相關之各構成部（舉例而言，加熱器 

電源6、氣體供給裝置16、排氣裝置24、微波產生裝 

置39、高頻電源44等）之控制機構。

使用者介面52係具有：鍵盤，係供製程管理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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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電漿處理裝置100管理用指令等的輸入操作；或顯 

示器，係將電漿處理裝置100之操作狀況可視化地顯 

示。又，記憶部53係儲存有記錄了為了利用製程控制 

器51的控制來實現電漿處理裝置100所執行的各種處 

理之控制程式（軟體）或處理條件資料等之製程配方。

另外，可依需求，根據來自使用者介面52之指示 

等來從記憶部53叫出任意製程配方而讓製程控制器 

51實施，以在製程控制器51之控制下於電漿處理裝 

置100之處理容器1內進行所欲處理。又，關於該控 

制程式或處理條件資料等之製程配方可使用儲存在電 

腦可讀取記憶媒體（例如CD-ROM、硬碟、軟碟、快閃 

記憶體、DVD、藍光光碟）等之狀態者。再者，該製程 

配方亦可從其他裝置透過例如專用線路來傳送並加以 

使用。

前述結構之本發明電漿處理裝置100中，可在例 

如室溫（25°C程度）以上600°C以下之低溫下對基底膜 

或基板（晶圓 W）等進行不會造成損傷之電漿氧化處理 

或電漿氮化處理等。又，電漿處理裝置100因電漿均 

勻性優良，故即便是針對大尺寸晶圓 W（被處理體）， 

仍可達成製程均勻性。

接著，說明有關電漿處理裝置100之作動。首先， 

將晶圓W搬入處理容器1內，並載置於載置台5上。 

另外，從氣體供給裝置16將處理氣體經由氣體供給通 

道12、環狀通道13、氣體導入口 15a而導入處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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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作為處理氣體，除了例如Ar、Kr、He等稀有氣 

體以外，當電漿氧化處理之情況係以特定流量供給例 

如02、N2O、NO、NO2、CO2等氧化氣體，抑或電漿 

氮化處理之情況係以特定流量供給例如N2、NH3等含 

氮氣體。此外，電漿氧化處理之情況，亦可依需要添 

加h2。

接著，來自微波產生裝置39之微波會經由匹配電 

路38傳導至導波管37，並依序通過矩形導波管37b、 

模式轉換器40及同軸導波管37a，而經由內導體41 

供給至平面天線31，再從平面天線31之槽孔32經由 

微波穿透板28放射至處理容器1內。途中，微波係在 

矩形導波管37b內以TE模式進行傳播，該TE模式之 

微波會藉由模式轉換器40轉換為TEM模式，並於同 

軸導波管37a內朝平面天線31傳播出去。藉由來自平 

面天線31經過微波穿透板28而放射至處理容器1內 

的微波，可於處理容器1內形成電磁場，而將處理氣 

體電漿化。

此微波會藉由從平面天線31之多數個槽孔32處 

放射出來而形成高密度（約略lxlOlo-5xlO12/cm3）且於 

晶圓W附近處為約略1.5eV以下的低電子溫度電漿。 

因此，藉由該電漿對晶圓W之作用，便可進行電漿損 

傷受到抑制之處理。

又，本實施形態中，在進行電漿處理時，係自高 

頻電源44以特定頻率來將高頻電功率供給至載置台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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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極7。自高頻電源44所供給之高頻電功率的頻率 

例如在100kHz以上60MHz以下的範圍內為佳，在 

400kHz以上13.5MHz以下的範圍內更佳。利用前述範 

圍內之高頻電功率頻率可將負偏壓有效率地施加至載 

置台5。

高頻電功率係例如晶圓W單位面積之電功率密度 

在0.2W/cn?以上2.3W/cm2以下的範圍內進行供給為 

佳，在0.35W/cm2以上1.2W/cm2以下的範圍內進行供 

給更佳。利用前述範圍內之高頻電功率密度可將負偏 

壓有效率地施加至載置台5 °

又，高頻電功率在200W以上2000W以下的範圍 

內為佳，300W以上1200W以下的範圍內更佳。利用 

前述範圍內之高頻電功率可將負偏壓有效率地施加至 

載置台5。

供給至載置台5之電極7的高頻電功率係具有可 

維持電漿之低電子溫度，並將電漿中的離子種朝晶圓 

W吸引的作用。因此，藉由將高頻電功率供給至電極 

7，並對晶圓W施加偏壓，可加快電漿氧化處理或電 

漿氮化處理的速度，且提高晶圓面內之處理均勻性。

此時，高頻電功率係從高頻電源44經由單元化之 

高頻電功率導入部（匹配器43及遮蔽盒46內的導電板 

47）與供電線42,而在電功率損失較少之狀態下高效率 

地供給至載置台5的電極7。供給至電極7之高頻電 

功率會朝向具有突出部60（自載置台5隔著電漿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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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s而為具有對向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的蓋組件 

27傳播，經由處理容器1之側壁lb，再經由排氣室 

11之壁而形成朝高頻電源44之接地端傳遞的高頻電 

流通道（RF回傳電路）。本實施形態中，藉由設置擴張 

突出部60B，可抑制電漿電位（Vp）之振動，而於處理 

容器1內穩定地產生電漿，並防止因電漿之濺射作用 

導致對向電極之表面受溶削，而成為金屬污染之發生 

原因。

又，由於突出部60（對向電極）之面向電漿產生空 

間S之露出表面係設置有導電性保護膜48（矽膜或矽 

受到氧化而形成的SiO2膜），故可保護對向電極之表 

面，並使得從載置台5隔著電漿產生空間S朝向蓋組 

件27（對向電極）之高頻電流所正常流通之高頻電流通 

道的形成不會受到妨礙。又，鄰接於保護膜48之處理 

容器1內面則因設置有上部襯套49a及厚度要來得厚 

之下部襯套49b，故可確實地抑制朝該等部位之短路 

或異常放電。也就是說，藉由保護膜48，可抑制異常 

放電，並防止金屬污染。

如上所述，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0藉由 

突出部60（對向電極）的擴張突出部60B，可確保足夠 

的對向電極表面積，且藉由形成適當的高頻電流通 

道，可提升供給至載置有晶圓W之載置台5的電極7 

之偏壓用高頻電功率的電功率消耗效率。又，藉由於 

擴張突出部60B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形成空間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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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讓對向電極朝電漿產生空間s突出設置，便可在電 

漿產生空間s及空間S1穩定地產生電漿。又，可防止 

異常放電，而達到製程效率化與穩定化。又，由於係 

將擴張突出部60B自微波穿透板28相隔著間隔L1而 

設置，故不會減少微波穿透板28的有效面積，可充份 

地導入微波電功率，並使處理容器1內所產生之電漿 

穩定化。

〔第2實施形態〕

接著，參考第5圖來說明本發明第2實施形態之 

電漿處理裝置。此外，第2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 

101，除了其特徵部分以外皆與第1實施形態之電漿處 

理裝置100相同，故省略整體結構之說明（第1圖、第 

3A圖、第4圖），且第5圖中，與第2A圖相同的結構 

則賦予相同符號而省略說明。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1中，蓋組件27內 

周側係作為蓋組件27的一部分而形成有突出部61。 

如此地，藉由使得蓋組件27與突出部61為一體成型， 

可確保熱傳導性與導通性。突出部61係具有抵接支撐 

部61A與擴張突出部61B。突出部61之擴張突出部 

61B係具有上方面61B1 '前端面61B2及下方面 

61B3。突出部61係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且 

為具有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S而與第1電極（載置台5 

之電極7）成對之對向電極（第2電極）功能的主要部 

分。具體來說，第5圖中，從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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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A與微波穿透板28的抵接部位端部（圖中圈圈所示 

部位A），環繞突出部61所露出之表面（也就是說，抵 

接支撐部61A之表面及擴張突出部61B之上方面 

61B1、前端面61B2及下方面61B3），直到抵接支撐部 

61A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B ；與上 

部襯套49a之抵接端）的內周表面係具有對向電極功能 

之部分。本實施形態中，部位A至部位B的表面係露 

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環狀對向電極。如此般， 

藉由讓主要形成對向電極之環狀組件朝電漿產生空間 

突出般設置，則即使是在因具備微波穿透板28而難以 

在載置台5正上方位置處設置對向電極的RLSA方式 

微波電漿處理裝置101中，仍可確保足夠的對向電極 

表面積。

另外，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1中，主要 

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1的擴張突出部61B表面 

（也就是說，上方面61B1、前端面61B2及下方面61B3） 

係形成有凹凸的剖面形狀，以便能夠充分確保對向電 

極的表面積。如此般，藉由針對構成對向電極之擴張 

突出部61B形狀進行設計，則可在處理容器1內之有 

限空間中充分確保對向電極的面積。本實施形態中， 

由於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之對向電極表面積亦可抑 

制電漿電位之振動，以於處理容器1內產生穩定之電 

漿，且可弱化對向電極附近處因電漿所導致的濺射作 

用，故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面積比達1以上者為

35



201234408

佳，1以上5以下範圍內較佳，1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 

更佳，期望於2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此外，第5圖 

所示之電漿處理裝置101中的前述面積比約為5。

又，較佳地，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1的前 

端面61B2的突出量係未達載置台5所載置之晶圓W 

周緣端的位置Pwe處。若突出部61的前端較晶圓W 

周緣端之位置Pwe要更靠近內側處，則處理容器1內 

所生成之高密度電漿區域便會較晶圓尺寸要來得小， 

使得晶圓W周緣部的電漿密度減少，而對晶圓W外 

周部之處理內容均勻性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於 

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1之前端部（前端面61B2） 

的相反側（處理容器1之側壁lb側）處，與側壁lb之 

抵接端雖成為基端部，但在本實施形態中，其只要至 

中途之部位B為止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即可。也就 

是說，本實施形態中，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突出部61 

所露出之抵接支撐部61A的下方面端部會形成與上部 

襯套49a之接點（第5圖中部位B所示）。

又，面向空間S1之擴張突出部61B的上方面61B1 

係自微波穿透板28的下方面分離配置。也就是說，擴 

張突出部61B係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並與微波穿透板 

28之間相隔著間隔L1而呈突出。如此般，藉由讓微 

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1B之間相隔著間隔L1， 

便不會減少微波穿透板28之微波導入用的有效面 

積，而可充份地確保作為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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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si係成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由於空間S1 

處亦會產生電漿，因此可讓晶圓W之電漿處理均勻 

化。相對地，未設置有間隔L1，而是使微波穿透板28 

與擴張突出部61B緊貼設置之情況，若欲增加處理容 

器1內之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則必須增加朝向微波穿 

透板28中心側的突出量。如此一來，當產生電漿時， 

由於微波穿透板28的有效面積會對應於擴張突出部 

61B而減少，故朝處理容器1內之微波電功率的供給 

量便會減少而無法產生電漿，或縱使產生仍會變得不 

穩定。為了解決此問題，便需加大處理容器1，但若 

設置面積増大，則裝置製造成本亦會增加。

較佳地，該間隔L1係大於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 

所產生之電漿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的鞘層厚度，又， 

較佳為充分地大於電子平均自由行徑之距離。較佳係 

使間隔L1為例如10mm以上30mm以下之範圍內，更 

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若間隔L1未達 

10mm，則空間S1內便會有異常放電產生等之電漿不 

穩定的情況，特別是若間隔L1為鞘層厚度以下時，處 

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會變得困難。另一方面，若間 

隔L1超過30mm，由於擴張突出部61B會太接近載置 

台5之電極7，故會難以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 

再者，亦有可能因載置台5之熱量而導致擴張突出部 

61B遭受熱損傷。

又，同樣地，為了避免讓擴張突出部61B太接近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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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置台5之電極7,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1B之厚度（也 

就是說，上方面61B1與下方面61B3的距離）L2的上 

限為例如20mm。然而，若擴張突出部61B之厚度L2 

過小，由於作為對向電極之效果會降低，故厚度L2 

之下限較佳為例如5mm。因此»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 

61B之厚度L2為5mm以上20mm以下之範圍內，更 

佳為7mm以上17mm以下之範圍內。

再者，為了讓擴張突出部61B發揮作為對向電極 

之功能，且避免擴張突出部61B太接近載置台5之電 

極7,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1B之下方面61B3到載置 

台5上方面的距離L3（此處係指兩組件的高度位置差） 

為例如15mm以上6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20mm 

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1係構成為將 

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較擴張突出部61B要上方位置 

的抵接支撐部61A處，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擴張突出 

部61B與微波穿透板28間的空間S1。藉由前述結構， 

可促進作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之微波穿透板28 

正下方空間S1的氣體置換與排出，並讓處理氣體更易 

活性化。其結果，可在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 

S1整體有效率地產生電漿。再者，關於其他效果，藉 

由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 

S1，當在電漿處理裝置101中進行例如電漿氮化製程 

之情況等，由於可促進從石英製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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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氧氣的排出，故可抑制所成膜之氮化膜中的氮濃度 

降低。

又，本實施形態中，突出部61所露出之表面亦設 

置有保護膜48。保護膜48可防止突出部61曝露於電 

漿時受到濺鍍而造成金屬污染或微粒。縱使於突出部 

60形成有保護膜48，仍可保持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 

來穩定地產生電漿並進行均勻的電漿處理。

此外，擴張突出部61B的凹凸形狀並不限於第5 

圖所示之波浪形，可為例如溝形、孔形等任意形狀而 

為可增大表面積之形狀。然而，就防止於面向電漿產 

生空間S之擴張突出部61B表面處產生異常放電或微 

粒的觀點來看，如第5圖所示般，將角部圓角化之波 

浪形狀者為佳。此外，擴張突出部61B全體不必皆形 

成為凹凸形狀，舉例而言，可僅設置在擴張突出部61B 

的上方面61B1，或者下方面61B3處。

本實施形態的其他結構及效果係與第1實施形態 

相同。

〔第3實施形態〕

接著.，參考第6圖來說明本發明第3實施形態之 

電漿處理裝置。此外，第3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 

102中，除了其特徴部分以外皆與第1實施形態之電 

漿處理裝置100相同，故省略整體結構之說明（第1 

圖、第3A圖、第4圖），且第6圖中，與第2A圖相 

同的結構則賦予相同符號而省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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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及第2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中，蓋組件 

27之突出部60、61係設置有擴張突出部60B、61B， 

而為具有對向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但本實施形態之 

電漿處理裝置102中，係在處理容器1上部設置有作 

為處理容器1之一部分而朝內側突出的擴張突出部 

62，以增加具有對向電極功能部分的面積。藉此，讓 

處理容器1與擴張突出部62為一體成形，可確保熱傳 

導性與導通性。擴張突出部62係在蓋組件27處部分 

抵接於用以支撐微波穿透板28的抵接支撐部60'， 

而呈電性連接。

擴張突出部62係設置於處理容器1之側壁lb上 

端。擴張突出部62具備有：抵接部分62A，係抵接於 

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以及露出部分62B，係 

具備露出之上方面62B1、前端面62B2及下方面 

62B3。抵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2皆是面向電 

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且為具有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 

S而與第1電極（載置台5之電極7）成對之對向電極（第 

2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第6圖中，從蓋 

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與微波穿透板28的抵接部 

位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A），環繞抵接支撐部60' 

所露出之表面及擴張突出部62表面（也就是說，擴張 

突出部62所露出之上方面62B1、前端面62B2及下方 

面62B3），直到擴張突出部62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圖 

中圈圈所示部位B ；與上部襯套49a之抵接端）的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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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係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部分。本實施形態中，部 

位A至部位B的表面係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 

環狀對向電極。藉此，對向電極便可由具有面向電漿 

產生空間S的表面之複數組件（蓋組件27與處理容器 

1）所形成。然後，藉由讓主要形成對向電極之環狀組 

件朝電漿產生空間突出般設置，則即使是在因具備微 

波穿透板28而難以在載置台5正上方位置處設置對向 

電極的RLSA方式微波電漿處理裝置102中，仍可確 

保足夠的對向電極表面積。又，本實施形態中，由於 

係將擴張突出部62（亦可說是對向電極的擴張部分）設 

置於處理容器1上部，故對於想讓載置台5所載置之 

晶圓W表面至微波穿透板28的距離（間隙G ；參考第 

1圖）縮小之情況，為十分有效。

本實施形態中，由於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之對 

向電極表面積亦可抑制電漿電位之振動，以於處理容 

器1內產生穩定之電漿，且可弱化對向電極附近處因 

電漿所導致的濺射作用，故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 

面積比達1以上者為佳，1以上5以下範圍內較佳，1 

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更佳，期望於2以上4以下之範 

圍內。

又，較佳地，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擴張突出部62 

的前端面62B2的突出量係未達載置台5所載置之晶圓 

W周緣端的位置Pwe處。若擴張突出部62的前端較晶 

圓W周緣端之位置Pwe要更靠近內側處，則處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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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內所生成之高密度電漿區域便會較晶圓尺寸要來得 

小，使得晶圓W周緣部的電漿密度減少，而對晶圓W 

外周部之處理內容均勻性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 

於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擴張突出部62前端部（前端面 

62B2）的相反側（處理容器1之側壁lb側）處，從側壁 

lb彎曲之角部雖成為基端部，但在本實施形態中，其 

只要至中途之部位B為止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即 

可。也就是說，本實施形態中，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 

擴張突出部62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會形成與上部襯 

套49a之接點（第6圖中部位B所示）。

又，面向空間S1之擴張突出部62的上方面62B1 

係自微波穿透板28的下方面分離配置。也就是說，擴 

張突出部62係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並與微波穿透板 

28之間相隔著間隔L1而呈突出。如此般，藉由讓微 

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2之間相隔著間隔L1，便 

不會減少微波穿透板28之微波導入用的有效面積，而 

可充份地確保作為對向電極之表面積。又，空間S1係 

成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由於空間S1處亦會產 

生電漿，因此便可均勻地對晶圓W進行電漿處理。相 

對地，未設置有間隔L1而是使微波穿透板28與擴張 

突出部62緊密設置之情況，若欲增加處理容器1內之 

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則必須增加朝向微波穿透板28中 

心側的突出量。如此一來9當產生電漿時，由於微波 

穿透板28的有效面積會對應於其與擴張突出部6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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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面62B1接觸面積的多寡而減少，故朝處理容器1 

內之微波電功率的供給量便會減少而無法產生電漿' 

或縱使產生仍會變得不穩定。為了解決此問題，便需 

加大處理容器1，但若設置面積增大，則裝置製造成 

本亦會增加。

較佳地，該間隔L1係大於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 

所產生之電漿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的鞘層厚度，較佳 

係使間隔L1為例如10mm以上30mm以下之範圍內， 

更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若間隔L1 

未達10mm，則空間S1內便會有異常放電產生等之電 

漿不穩定的情況，特別是若間隔L1為鞘層厚度以下 

時，處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會變得困難。另一方面， 

若間隔L1超過30mm，由於擴張突出部62會太接近 

載置台5之電極7，故會難以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功 

能，再者，亦有可能因載置台5之熱量而導致擴張突 

出部62遭受熱損傷。

又，同樣地，為了避免擴張突出部62太接近載置 

台5之電極7,擴張突出部62之厚度（也就是說，上方 

面62B1與下方面62B3的距離）L2的上限較佳為例如 

20mm。然而，若擴張突出部62之厚度L2過小，由於 

作為對向電極之效果會降低，故厚度L2之下限較佳為 

例如5mm。因此，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2之厚度L2 

為5mm以上2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7 mm以上 

17mm以下之範圍內。

43



201234408

再者，為了讓擴張突出部62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 

功能，且避免擴張突出部62太接近載置台5之電極7, 

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2下方面62B3到載置台5上方 

面的距離L3（此處係指兩組件的高度位置差）為例如 

15mm以上6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20mm以上 

25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2係構成為將 

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較擴張突出部62要上方位置的 

抵接支撐部60'處，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擴張突出部 

62與微波穿透板28間的空間S1。藉由前述結構，可 

促進作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之微波穿透板28正 

下方空間S1的氣體置換與排出，並讓處理氣體更易活 

性化。其結果，可在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整體有效率地產生電漿。再者，關於其他效果，藉由 

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當在電漿處理裝置102中進行例如電漿氮化製程之情 

況等，由於可促進從石英製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的氧 

氣之排出，故可抑制所成膜之氮化膜中的氮濃度降低。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2中，構成對向電 

極之抵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2表面係設置有 

保護膜48。也就是說，如第6圖所示，鋁製蓋組件27 

之抵接支撐部60'所曝露於電漿中的露出表面係披覆 

有保護膜48。又，處理容器1所設置之擴張突出部62 

所曝露於電漿中的露出表面亦披覆有保護膜48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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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48可防止當抵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2曝露 

於電漿時受到濺鍍而造成金屬污染或微粒。縱使於抵 

接支撐部60'或擴張突出部62形成有保護膜48，仍 

可保持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來穩定地產生電漿並進 

行均勻的電漿處理。

本實施形態的其他結構及效果係與第1實施形態 

相同。

〔第4實施形態〕

接著，參考第7圖來說明本發明第4實施形態之 

電漿處理裝置。此外，第4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 

103中，除了其特徴部分以外皆與第1實施形態相同， 

故省略整體結構之說明（第1圖、第3A圖、第4圖）， 

且第7圖中，與第2A圖相同的結構則賦予相同符號 

而省略說明。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3係於蓋組件27之 

抵接支撐部60'可拆裝般地追加設置有環狀輔助電極 

組件來設置擴張突出部63。如此般，則亦可藉由追加 

設置之組件來形成對向電極之一部分或全部。藉由使 

得擴張突出部63為不同於蓋組件27或處理容器1之 

組件，便可將其作為消耗品而輕易地進行更換。擴張 

突出部63係具有上方面63a、前端面63b及下方面63c。

構成擴張突出部63之輔助電極組件只要是導電 

體並無特別限制，除了例如鋁或其合金、抑或不鑰鋼 

等金屬材料以外，亦可使用例如矽等。特別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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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來形成擴張突出部63之情況，由於表面無需設置保 

護膜，故較為有利。擴張突出部63可藉由例如圖中未 

顯示之螺絲等的任意固定方向來被固定在蓋組件27 

之抵接支撐部60'的內周面。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3中，擴張突出部 

63係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且為具有相隔著電 

漿產生空間S而與第1電極（載置台5之電極7）成對之 

對向電極（第2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從 

第7圖中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與微波穿透板 

28的抵接部位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A），環繞抵接 

支撐部60'所露出之表面及擴張突出部63表面（也就 

是說，擴張突出部63所露出之上方面63a、前端面63b 

及下方面63c），直到抵接支撐部60'所露出之下方面 

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B）的內周表面係具有對向電 

極功能之部分。本實施形態中，部位A至部位B的表 

面係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環狀對向電極。藉 

此，對向電極便可由具有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的表面 

之複數組件（蓋組件27與擴張突出部63之輔助電極組 

件）所形成。然後，藉由讓主要形成對向電極之環狀組 

件朝電漿產生空間S突出般設置，則即使是在因具備 

微波穿透板28而難以在載置台5正上方位置處設置對 

向電極的RLSA方式微波電漿處理裝置103中，仍可 

確保足夠的對向電極表面積。

本實施形態中，藉由於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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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追加設置擴張突出部63，可充分確保具有對向電 

極功能之部分的表面積。如此般，藉由複數個組件之 

組合來構成對向電極，則可在處理容器1內之有限空 

間中充分確保對向電極的面積。本實施形態中，由於 

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之對向電極表面積亦可抑制電 

漿電位之振動，以於處理容器1內產生穩定之電漿， 

且可弱化對向電極附近處因電漿所導致的濺射作用， 

故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面積比達1以上者為佳，1 

以上5以下範圍內較佳，1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更佳， 

期望於2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

又，較佳地，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擴張突出部63 

前端部（前端面63b）的突出長量係未達載置台5所載置 

之晶圓W周緣端的位置Pwe處。若擴張突出部63的 

前端較晶圓W周緣端之位置Pwe要更靠近內側處'則 

處理容器1內所生成之高密度電漿區域便會較晶圓尺 

寸要來得小，使得晶圓W周緣部的電漿密度減少，而 

對晶圓W外周部之處理內容均勻性造成不良影響。另 

一方面，於擴張突出部63前端部（前端面63b）的相反 

側處，跨越擴張突出部63與抵接支撐部60'之接合 

部位，直到部位B為止皆係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 

也就是說，本實施形態中，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抵接 

支撐部60，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會形成與上部襯套 

49a之接點（第7圖中部位B所示）。

又，擴張突岀部63之上方面63a係自微波穿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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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的下方面分離配置。也就是說，擴張突出部63係 

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並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相隔著間 

隔L1而呈突出。如此般，藉由讓微波穿透板28與擴 

張突出部63之間相隔著間隔L1，便不會減少微波穿 

透板28之微波導入用的有效面積，而可充份地確保作 

為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又，空間S1係成為電漿產生空' 

間S的一部分，由於空間S1處亦會產生電漿，因此可 

讓晶圓W之電漿處理均勻化。相對地，未設置有間隔 

L1，而是使微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3緊貼設置 

之情況，若欲增加處理容器1內之對向電極的表面 

積，則必須增加朝向微波穿透板28中心側的突出量。 

如此一來，當產生電漿時，由於微波穿透板28的有效 

面積會對應於其與擴張突出部63之上方面63b接觸面 

積的多寡而減少，故朝處理容器1內之微波電功率的 

供給量便會減少而無法產生電漿，或縱使產生仍會變 

得不穩定。為了解決此問題，便需加大處理容器1， 

但若設置面積增大，則裝置製造成本亦會增加。

較佳地，該間隔L1係大於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 

所產生之電漿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的鞘層厚度，較佳 

係使間隔L1為例如10mm以上30mm以下之範圍內， 

更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若間隔L1 

未達10mm，則空間S1內便會有異常放電產生等之電 

漿不穩定的情況，特別是若間隔L1為鞘層厚度以下 

時，處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會變得困難。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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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間隔L1超過30mm，由於擴張突出部63會太接近 

載置台5之電極7，故會難以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功 

能，再者，亦有可能因載置台5之熱量而導致擴張突 

岀部63遭受熱損傷。

又，同樣地，為了避免讓擴張突出部63太接近載 

置台5之電極7,擴張突出部63之厚度（也就是說，上 

方面63a與下方面63b的距離）L2的上限較佳為例如 

20mm °然而，若擴張突出部63之厚度L2過小時，由 

於作為對向電極之效果會降低，故厚度L2之下限較佳 

為例如5mm。因此，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3之厚度 

L2為5 mm以上2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7mm以 

上17mm以下之範圍內。

再者，為了讓擴張突出部63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 

功能，且如前述般為了避免擴張突出部63太接近載置 

台5之電極7，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3下方面63c到 

載置台5上方面的距離L3（此處係指兩組件的高度位 

置差）為例如15mm以上6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 

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3係構成為將 

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較擴張突出部63要上方位置的 

抵接支撐部60'處，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擴張突出部 

63與微波穿透板28間的空間S1。藉由前述結構，可 

促進作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之微波穿透板28正 

下方空間S1的氣體置換與排出，並讓處理氣體更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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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其結果，可在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整體有效率地產生電漿。再者，關於其他效果，藉由 

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當在電漿處理裝置103中進行例如電漿氮化製程之情 

況等，由於可促進從石英製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的氧 

氣之排出，故可抑制所成膜之氮化膜中的氮濃度降低。

此外，擴張突出部63之形狀並不限於第7圖所示 

之剖面形狀，可為例如剖面呈L形、或表面設置有凹 

凸或溝槽等形狀之任意形狀，而為可增大表面積之形 

狀。然而，就防止於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之擴張突出 

部63表面處的異常放電或微粒產生的觀點來看，如第 

7圖所示般，將角部圓角化之形狀者為佳。又，本實 

施形態中，抵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3之面向 

電漿產生空間S的露出表面係設置有保護膜48。保護 

膜48可防止當抵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3曝露 

於電漿時受到濺鍍而造成金屬污染或微粒。即使於抵 

接支撐部60'及擴張突出部63形成有保護膜48，仍 

可保持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來穩定地產生電漿並進 

行均勻的電漿處理。此外，當擴張突出部63整體係由 

矽所形成之情況，則可不設置保護膜。

本實施形態的其他結構及效果係與第1實施形態 

相同。

[:第5實施形態〕

接著，參考第8圖來說明本發明第5實施形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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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漿處理裝置。此外，第5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 

104中，除了其特徴部分以外皆與第1實施形態相同， 

故省略整體結構之說明（第1圖、第3A圖、第4圖）， 

且第8圖中，與第2A圖相同的結構則賦予相同符號 

而省略說明。

第4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3係將擴張突出 

部63（輔助電極組件）安裝於蓋組件27，但本實施形態 

之電漿處理裝置104係將擴張突出部64（環狀輔助電 

極組件）可拆裝般地安裝於處理容器1上部。如此般， 

則亦可藉由追加設置之組件來形成對向電極之一部分 

或全部。藉由使得擴張突出部64為不同於蓋組件27 

或處理容器1之組件，便可將其作為消耗品而輕易地 

進行更換。擴張突出部64係具有上方面64a、前端面 

64b及下方面64c。擴張突出部64之上方面64a係配 

合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的形狀而設置有段 

差。又，擴張突出部64之下方面64c係具有複數個（第 

8圖中為2道）環狀溝64d。

擴張突出部64只要是導電體並無特別限制，除了 

例如鋁或其合金、抑或不鑼鋼等金屬材料以外，亦可 

使用例如矽等。藉由矽來形成擴張突出部64之情況， 

由於表面無需設置保護膜，故較為有利。擴張突出部 

64可藉由例如圖中未顯示之螺絲等之任意固定方向來 

固定在處理容器1側壁lb內面。

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4中，擴張突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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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係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且為具有相隔著電 

漿產生空間S而與第1電極（載置台5之電極7）成對之 

對向電極（第2電極）功能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從 

第8圖中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與微波穿透板 

28的抵接部位端部（圖中圈圈所示部位A），環繞抵接 

支撐部60'所露出之表面及擴張突出部64表面（也就 

是說，擴張突出部64之上方面64a、前端面64b及下 

方面64c），直到擴張突出部64所露出之下方面端部（圖 

中圈圈所示部位B）的內周表面係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 

部分。本實施形態中，部位A至部位B的表面係露出 

於電漿產生空間S而形成環狀對向電極。藉此，對向 

電極便可由具有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的表面之複數組 

件（蓋組件27與擴張突出部64）所形成。然後，藉由讓 

主要形成對向電極之環狀組件朝電漿產生空間S突出 

般設置，則即使是在因具備微波穿透板28而難以在載 

置台5正上方位置處設置對向電極的RLSA方式微波 

電漿處理裝置104中，仍可確保足夠的對向電極表面 

積。

本實施形態中，藉由於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 

60'追加設置擴張突出部64，可充分確保具有對向電 

極功能之部分的表面積。如此般，藉亩複數個組件之 

組合來構成對向電極，則可在處理容器1內之有限空 

間中充分確保對向電極的面積。本實施形態中，由於 

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之對向電極表面積亦可抑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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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電位之振動，以於處理容器1內產生穩定之電漿， 

且可弱化對向電極附近處因電漿所導致的濺射作用， 

故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的面積比達1以上者為佳，1 

以上5以下範圍內較佳，1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更佳， 

期望於2以上4以下之範圍內。

又，較佳地，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擴張突出部64 

前端部（前端面64b）的突出長度係未達載置台5所載置 

之晶圓W周緣端的位置Pwe處。若擴張突出部64的 

前端較晶圓W周緣端之位置Pwe要更靠近內側處'則 

處理容器1內所生成之高密度電漿區域便會較晶圓尺 

寸要來得小，使得晶圓W周緣部的電漿密度減少，而 

對晶圓W外周部之處理內容均勻性造成不良影響。另 

一方面，於擴張突出部64前端部（前端面64b）的相反 

側處，與側壁lb之抵接端雖會成為擴張突出部64的 

基端部，但本實施形態中，直到位於途中之部位B為 

止係露出於電漿產生空間S。也就是說，本實施形態 

中，具有對向電極功能之擴張突出部64所露岀之下方 

面64c的端部會成為與上部襯套49a之接點（第8圖中 

部位B所示）。

又，擴張突出部64之上方面64a係自微波穿透板 

28的下方面分離配置。也就是說5擴張突出部64係 

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並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相隔著間 

隔L1而呈突出。如此般，藉由讓微波穿透板28與擴 

張突出部64之間相隔著間隔L1，便不會減少微波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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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板28之微波導入用的有效面積，而可充份地確保作 

為對向電極的表面積。又，空間S1係成為電漿產生空 

間S的一部分，由於空間S1處亦會產生電漿，因此可 

讓晶圓W之電漿處理均勻化。相對地，未設置有間隔 

L1，而是使微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64緊貼設置 

之情況，若欲增加處理容器1內之對向電極的表面 

積，則必須增加朝向微波穿透板28中心側的突出量。 

如此一來，當產生電漿時，由於微波穿透板28的有效 

面積會對應於其與擴張突出部64之上方面64b接觸面 

積的多寡而減少，故朝處理容器1內之微波電功率的 

供給量便會減少而無法產生電漿，或縱使產生仍會變 

得不穩定。為了解決此問題，便需加大處理容器1， 

但若設置面積增大，則裝置製造成本亦會增加。

較佳地，該間隔L1係大於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 

所產生之電漿與微波穿透板28間的鞘層厚度，較佳係 

使間隔L1為例如10mm以上30mm以下之範圍內，更 

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若間隔L1未達 

10mm，則空間S1內便會有異常放電產生等之電漿不 

穩定的情況，特別是若間隔L1為鞘層厚度以下時，處 

理容器1內之電漿產生會變得困難。另一方面，若間 

隔L1超過30mm時，由於擴張突出部64會太接近載 

置台5之電極7,故會難以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 

再者，亦有可能因載置台5之熱量而導致擴張突出部 

64遭受熱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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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樣地，為了避免讓擴張突出部64太接近載 

置台5之電極7,擴張突出部64之厚度（也就是說，上 

方面64a與下方面64b的距離）L2的上限較佳為例如 

20mm。然而，若擴張突出部64之厚度L2過小時，由 

於作為對向電極之效果會降低，故厚度L2之下限較佳 

為例如5mm °因此，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4之厚度 

L2為5 mm以上20mm以下之範圍內，更佳為7mm以 

上17mm以下之範圍內。此外，溝64d之深度可任意 

設定。

再者，為了讓擴張突出部64發揮作為對向電極之 

功能，且如前述般為了避免擴張突出部64太接近載置 

台5之電極7，較佳係使擴張突出部64下方面64c之 

下端部到載置台5上方面的距離L3（此處係指兩組件 

的高度位置差）為例如15mm 以上60mm 以下之範圍 

內'更佳為20mm以上25mm以下之範圍內。

又，本實施形態之電漿處理裝置104係構成為將 

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較擴張突出部64要上方位置的 

抵接支撐部60'處，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擴張突出部 

64與微波穿透板28間的空間S1 °藉由前述結構，可 

促進作為電漿產生空間S的一部分之微波穿透板28正 

下方空間S1的氣體置換與排出，並讓處理氣體更易活 

性化。其結果，可在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整體有效率地產生電漿。再者，關於次要效果，藉由 

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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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電漿處理裝置104中進行例如電漿氮化製程之情 

況等，由於可促進從石英製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的氧 

氣之排出，故可抑制所成膜之氮化膜中的氮濃度降低。

第8圖之擴張突出部64係為了確保其表面積，而 

於下方面64c設置有2道環狀之溝64d，但只要是能 

增加表面積的形狀，並不限於第8圖所示般剖面形 

狀。擴張突出部64之形狀可為例如環狀、或以任意配 

置形成有複數孔部之形狀等任意形狀。然而，就防止 

於面向電漿產生空間S之擴張突出部64表面處的異常 

放電或微粒產生的觀點來看，如第8圖所示般，將角 

部圓角化之形狀者為佳。此外，第8圖中，擴張突出 

部64雖會抵接至蓋組件27之抵接支撐部60,，但亦 

可自抵接支撐部60'分離設置。

又，本實施形態中，抵接支撐部60'之面向電漿 

產生空間S的露出表面係設置有保護膜48。另一方 

面，當擴張突出部64整體係由矽所形成之情況，則可 

不設置保護膜。然而，當擴張突出部64係由鋁等金屬 

材料所形成之情況，例如可於其表面以電漿熔射來進 

SiO2膜之披覆等，以設置保護膜。此外，縱使形成有 

保護膜48，仍可保持作為對向電極之功能，來穩定地 

產生電漿並進行均勻的電漿處理。

本實施形態的其他結構及效果係與第1實施形態 

相同。

前述第1〜第5實施形態所說明之特徴結構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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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組合。舉例而言，可針對第ι實施形態（第ι圖、 

第2A圖、第2B圖）之擴張突出部60B或第3實施形 

態（第6圖）之擴張突出部62，而如第2實施形態般設 

置凹凸來進一步增大表面積。相同地，亦可針對第4 

實施形態（第7圖）、第5實施形態（第8圖）之擴張突出 

部63、64，而如第2實施形態般設置凹凸來進一步增 

大表面積。

又，亦可於蓋組件27與處理容器1皆設置具有對 

向電極功能的突出部，抑或在蓋組件27與處理容器1 

皆設有具有對向電極功能的輔助電極組件（擴張突出 

部 63 、 64）。

接著，關於本發明之功用效果，根據實驗結果來 

加以說明。在與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相同結構之 

電漿處理裝置中，當對載置台5之電極7施加高頻電 

壓後量測載置台5之電位時，會產生如第9A圖及第 

9B圖所示意般的交流波形。第9A圖係顯示對向電極 

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為不充足之情況，而第 

9B圖係顯示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 

為充足之情況。圖中的Vmax係載置台5之高頻電壓 

振幅的最大值，一般來說，Vmax-GND（接地電位）之電 

位差會與電漿電位（Vρ）之振動的振幅具有對應關係。 

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並不充足的第 

9A圖中，Vp會因高頻而振動，導致Vmax變大。另 

一方面，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壓用電極面積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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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第9B圖中，電漿電位則幾乎沒有變化，而可產生 

自偏壓(Vdc)。

接著，第10圖係顯示於電漿處理裝置中，針對改 

變處理條件來進行電漿氧化處理時所產生之鋁(A1)污 

染量與Vmax的關係進行調查的結果。處理條件如下 

述。處理壓力為6.67Pa、20Pa或40Pa。處理氣體係使 

用Ar氣體與。2氣體，處理氣體中的氧氣流量比率為 

0.5體積％、1體積％、25體積％、或50體積％。又， 

供給至載置台5之電極7的偏壓用高頻電功率頻率為 

13.56MHz，高頻電功率為450W、600W或900W。由 

第10圖可知，與處理條件無關，當Vmax上昇時，A1 

污染會正比例地增加。A1污染之原因據信係因A1製 

蓋組件27受到濺射。為了抑制A1污染，將Vmax抑 

制於較低數值為有效方法，而吾人已瞭解到要將A1 

污染抑制在例如7xl010(atoms/cm2)以下，只 要使Vmax 

為70V以下即可。然後，為了抑制Vmax，如第9B圖 

所示，使得對向電極表面積較偏壓用電極面積要來得 

大係為有效方式。

此時，為了調查當固定偏壓用電極面積而改變對 

向電極表面積時的Vmax變化，便進行了實驗。第11 

圖至第16圖係顯示在與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相同 

結構之電漿處理裝置中，於各種處理條件下進行電漿 

氧化處理時，對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Vmax(縱軸)之 

關係的圖表。此處，對向電極面積比係指將對向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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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積除以偏壓用電極面積後的數值。此外，處理氣 

體係使用Ar氣體與氧氣。又，供給至載置台5之電極 

7的偏壓用高頻電功率頻率為13.56MHz，高頻電功率 

為 0W（未施加）、300W、450W、600W 或 900W。

第11圖係顯示當處理壓力為6.67Pa，氧氣流量比 

率為0.5體積％，將產生電漿用的微波電功率設定於 

1200W條件下的實驗結果。第12圖係顯示當處理壓力 

為6.67Pa，氧氣流量比率為50體積％，將微波電功率 

設定於3400W條件下的實驗結果。第13圖係顯示當 

處理壓力為20Pa，氧氣流量比率為0.5體積％，將微 

波電功率設定於1200W條件下的實驗結果。第14圖 

係顯示當處理壓力為20Pa，氧氣流量比率為50體積 

%，將微波電功率設定於3400W條件下的實驗結果。 

第15圖係顯示當處理壓力為40Pa，氧氣流量比率為 

0.5體積％，將微波電功率設定於1200W條件下的實 

驗結果。第16圖係顯示當處理壓力為40Pa，氧氣流 

量比率為50體積％，將微波電功率設定於3400W 條 

件下的實驗結果。對向電極表面積為500cm2 > 

1400cm2、1800cm2'2200cm2 或 3150cm2，偏壓用電極 

面積為855cm2。

由第11至16圖之圖表中可知，隨著對向電極面 

積比的增大，Vmax會降低。又，該傾向在當處理壓力 

為6.67Pa之情況下最為顯著，而確認了當壓力越低， 

則藉由增加對向電極面積比所獲得之Vmax的抑制效 

59



201234408

果便越好。在與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相同結構之 

電漿處理裝置中，為了藉由增加對向電極面積比來確 

實獲得Vmax之抑制效果，較佳地，係以40Pa以下之 

處理壓力來進行電漿處理。

基於以上結果，在與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相 

同結構之電漿處理裝置中，針對改變對向電極表面積 

而實施電漿氧化處理之情況下所產生的鋁（A1）污染量 

進行調查。本實驗中，對向電極表面積為2200cm2（面 

積比：大）、1800cm2（面積比：中）、或500cm2（面積比： 

小），偏壓用電極面積為855cm2 ο又，處理壓力係設定 

為6.67Pa〜40Pa範圍內之相異壓力條件。其結果如第 

17圖所示。此外，第17圖中的「5.0E10j、Γ 1.8Ε11 j 

等標記，係各自代表Α1污染量為「5.ΟΧ1Ο10個」、「1.8 

Χ1011個」等。由該結果可知，當對向電極表面積為 

2200cm2（面積比：大）或1800cm2（面積比：中）之情況 

下，可以40Pa以下之處理壓力 來將Vmax抑制在70V 

以下（參考第10圖），且A1污染亦為充分受到抑制之 

數值。但當對向電極表面積為500cm2（面積比：小）時， 

在20Pa以下之處理壓力下則無法將Vmax抑制在70V 

以下（參考第10圖），且A1污染亦大幅增加。由該結 

果可知，要將Vmax抑制在70V以下，將對向電極表 

面積設定為1800cm2（面積比：中）以上係為有效方法。 

因此，對向電極面積比（對向電極表面積/偏壓用電極面 

積）為1以上5以下者較佳，2以上5以下者更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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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為2以上4以下。

接著，在與第1圖電漿處理裝置100相同結構之 

電漿處理裝置中，針對處理氣體之導入位置的差異所 

帶來的效果進行驗證式實驗。此實驗係在電漿氮化處 

理中，比較從第1圖之氣體導入口 15a將處理氣體導 

入之情況(實施例；第1圖樣態)與於較突出部60要下 

方處之側壁lb設置有環狀氣體環而將處理氣體導入 

之情況(比較例；圖示省略)下的矽氮化膜中氧量。電 

漿氮化處理的對象為直徑300mm 之晶圓 W 表面的 

矽。矽氮化膜中的氧量係藉由X射線光電子分析裝置 

(XPS)來針對晶圓W中央部與邊緣部進行量測。

電漿氮化處理之條件如下，係改變N2流量比率、 

處理壓力及高頻偏壓電功率。

CN?流量比率17%>

N2 流量：333mL/min(sccm) » Ar 流量：

1667mL/min(sccm)

CN?流量比率40%>

N2 流量：800mL/min(sccm) > Ar 流量： 

1200mL/min(sccm)

處理壓力：6.67Pa、20Pa 或 133Pa

微波電功率：1500W

高頻偏壓電功率：0W(未施加)、450W或900W

處理時間：90秒

第18A圖係顯示晶圓W中央部之矽氮化膜中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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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量結果，第18B圖係顯示晶圓W邊緣部之矽氮化 

膜中的氧量測量結果。相較於從較突出部60要下方位 

置處導入處理氣體的比較例，從氣體導入口 15a導入 

處理氣體的實施例中，已確認了在處理壓力6.67Pa〜 

133Pa之範圍內，矽氮化膜中的氧濃度會降低。實施 

例之氧濃度的降低被認為與是否有施加高頻偏壓無 

關，而在晶圓W之中央部或邊緣部皆顯示了相同的傾 

向。氧濃度原本便較高之處理壓力133Pa的晶圓W邊 

緣部之量測結果中，相較於比較例，確認到實施例最 

大可將氧濃度降低8%左右。

為了增加對向電極面積，在設置有擴張突出部 

60B之與第1圖相同結構的電漿處理裝置中，擴張突 

出部60B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的封閉空間S1會有氣 

體滯留，而在進行電漿氮化處理時，容易成為氧混入 

矽氮化膜中的原因。氧混入係當存在於微波穿透板28 

中的氧因電漿作用而被釋放至電漿產生空間S，並混 

入藉曲電漿氮化處理而形成的矽氮化膜中之現象。比 

較例中，由於係從較突出部60要下方位置處導入處理 

氣體，因此會在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的空間S1產生 

氣體滯留。其結果，從微波穿透板28所放出之氧便有 

可能會長時間滯留在空間S1，而難以從處理容器1內 

排出，導致氧混入至晶圓W表面的矽氮化膜中之機率 

增加。另一方面，實施例中，藉由從氣體導入口 15a 

將處理氣體導入至微波穿透板28正下方之空間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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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從微波穿透板28所排出之氧能迅速地從空間S1 

移動出去。其結果，由於可有效率地將氧排出至處理 

容器1外部，據信可降低氧混入至晶圓W上的矽氮化 

膜中。

如以上已詳述般，本發明各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中，由於係具備從處理容器1或蓋組件27朝向電 

漿產生空間S並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相隔著間隔L1 

而呈突出，且構成了相隔著電漿產生空間S而與電極 

7成對的對向電極之至少一部分之擴張突出部60B、 

61B、62、63、64，故可充分確保對向電極之面積，並 

抑制電漿電位(Vp)的振動。又，藉由增加對向電極之 

面積，可抑制因電漿作用而造成對向電極表面受濺射 

之現象，從而防止污染。又，藉由充分確保對向電極 

之面積，則亦可抑制其他部位的短路或異常放電。再 

者，由於係與微波穿透板28之間相隔著間隔而設置有 

擴張突出部60B、61B、62、63、64，故不會導致微波 

穿透板28之有效面積的縮小，可導入足夠的微波電功 

率，而於處理容器1內形成穩定的電漿。

以上，雖已例示來詳細說明本發明之實施形態， 

但本發明並非限制於前述實施形態。舉例而言，前述 

實施形態中，雖舉出支撐微波穿透板28之蓋組件27 

係微波導入部26之一部分的結構例，但支撐微波穿透 

板28之蓋組件27亦可為處理容器1之一部分。

又，前述實施形態中，雖係將氣體導入口 15a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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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蓋組件27，但亦可將氣體導入口 15a設置於蓋組 

件27以外的組件處。舉例而言，第19圖係顯示將擴 

張突出部62設置成與處理容器1之側壁lb為一體成 

型之樣態（第3實施形態；參考第6圖）之變形例的電 

漿處理裝置102A之主要部分剖面圖。如第19圖所 

示，藉由形成設置於處理容器1的側壁lb上端之溝形 

環狀通道13A，並於側壁lb內形成有與環狀通道13A 

連通的氣體導入路徑15b，藉此便可將氣體導入口 15a 

設置於側壁lb上部。即便如此，亦可從氣體導入口 

15a來將處理氣體供給至微波穿透板28與擴張突出部 

62之間的空間S1。

又，前述實施形態中，雖已顯示了使用鋁於作為 

曝露在電漿中組件之蓋組件27的本體材質情況下的 

實驗結果，但當使用不鑼鋼等其他金屬之情況，亦可 

獲得相同效果。

又，擴大突出部並不限定於環狀，亦可是複數個 

相互分離之擴大突出部朝向電漿產生空間S突出的形 

狀。

又，電漿處理之內容，只要是將高頻電功率供給 

至載置台5之電極7的製程，並不限定於電漿氧化處 

理或電漿氮化處理，舉例而言，電漿CVD處理、蝕刻 

處理等各種電漿處理亦可作為適用對象。再者，關於 

被處理體，並不限定於半導體晶圓，而FPD用玻璃基 

板等其他基板亦可作為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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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簡單說明】

第ί圖係關於本發明之第ί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之概略剖面圖。

第2A圖係顯示第1圖重點部分的放大剖面圖。

第2B圖係顯示蓋組件外觀之立體圖。

第3A圖係顯示平面天線之構造的圖式。

第3B圖係顯示針對不同的處理壓力與間隙，來測 

量處理容器內之電子密度與電子溫度之結果的圖表。

第4圖係顯示控制部之構造的說明圖。

第5圖係關於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之重要部分剖面圖。

第6圖係關於本發明之第3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之重要部分剖面圖。

第7圖係關於本發明之第4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之重要部分剖面圖。

第8圖係關於本發明之第5實施形態的電漿處理 

裝置之重要部分剖面圖。

第9A圖係顯示偏壓用電極面積相對於對向電極 

表面積為不充足之情況下，朝載置台之電極施加高頻 

電壓時之載置台電位的說明圖。

第9B圖係顯示偏壓用電極面積相對於對向電極 

表面積為充足之情況下，朝載置台之電極施加高頻電 

壓時之載置台電位的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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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圖係顯示電漿氧化處理中，鋁（A1）污染量與 

Vmax之間的關係之圖表。

第11圖係顯示電漿氧化處理中，對向電極面積比 

（橫軸）與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之圖表。

第12圖係顯示其他條件下的電漿氧化處理中，對 

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 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之圖 

表。

第13圖係顯示再一其他條件下的電漿氧化處理 

中，對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 

之圖表。

第14圖係顯示再一其他條件下的電漿氧化處理 

中，對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 

之圖表。

第15圖係顯示再一其他條件下的電漿氧化處理 

中，對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 

之圖表。

第16圖係顯示再一其他條件下的電漿氧化處理 

中，對向電極面積比（橫軸）與Vmax（縱軸）之間的關係 

之圖表。

第17圖係顯示改變處理壓力及對向電極面積比 

所進行的電漿氧化處理中，Vmax（縱軸）與鋁（Al）污染 

量的圖表。

第18A圖係顯示於電漿氮化處理中，晶圓中央部 

處之氧量測量結果之圖表。

66



201234408

第18B圖係顯示於電漿氮化處理中，晶圓邊緣部 

處之氧量測量結果之圖表。

第19圖係顯示關於本發明之第3實施形態的電漿 

處理裝置變形例之重要部分剖面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 處理容器

la 底壁

lb 側壁

3a 冷卻水流道

4 支撐部

5 載置台

5a 加熱器

6 加熱器電源

6a 供電線

7 電極

8a 罩體

8b 阻流板

8c 複數個孔

9a 密封組件

9b 密封組件

10 開口部

11 排氣室

Ila 空間

lib 排氣口

12 氣體供給通道

12a 氣體供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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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環狀通道

15a 氣體導入口

15b 氣體導入路徑

16 氣體供給裝置

18 段差部

19 段差部

23 排氣管

24 排氣裝置

26 微波導入部

27 蓋組件

27a 冷媒通道

28 微波穿透板

29 密封組件

31 平面天線

32 槽孔

33 慢波材

34 罩體

34a 冷媒通道

34b 開口部

35 環狀扣環

36 固定組件

37 導波管

37a 同軸導波管

37b 矩形導波管

38 匹配電路

39 微波產生裝置

40 模式轉換器
41 內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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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供電線

43 匹配器

44 高頻電源

45 濾箱

46 屏蔽盒

47 導電板
48 保護膜

49a 上部襯套

49b 下部襯套

50 控制部

51 製程控制器

52 使用者介面

53 記憶部

60 突出部

60A 抵接支撐部

60， 抵接支撐部

60B 擴張突出部

60B1 上方面

60B2 前端面

60B3 下方面

61B 擴張突出部

62 擴張突出部

63 擴張突出部

64 擴張突出部

64a 上方面

64b 前端面

64c 下方面

64d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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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電漿處理裝置

101 電漿處理裝置

102 電漿處理裝置

102 A 電漿處理裝置

103 電漿處理裝置

A 部位

B 部位

G 間隙

Pwe 位置

LI 間隔

L2 厚度

L3 距離

S 電漿產生空間

SI 空間

w 晶圓（被處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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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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申請案號：（。。（驼（巧 枷癌' （2006.01）

※申請日：（00. "PC分類：岫仙（200601>

一、 發明名稱：

電漿處理裝置及電漿處理方法

二、 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電漿處理裝置及電漿處理方 

法，在對載置有被處理體之載置台的電極供給偏壓用 

高頻電功率方式的電漿處理裝置中，可抑制電漿電位 

之振動來穩定地產生電漿，並可防止因金屬製對向電 

極之濺鍍所造成的污染。其中蓋組件之內周側係形成 

有擴張突出部。擴張突出部係面向電漿產生空間所形 

成，且構成了隔著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載置台之電極成 

對的對向電極之主要部分。對向電極表面積相對於偏 

壓用電極面積之比例（對向電極表面積/偏壓用電極面 

積）較佳為1以上5以下之範圍內。

三、英文發明摘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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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電漿處理裝置，其具備有：

處理容器，係於上部形成有開口，而使用電 

漿來對被處理體進行處理；

載置台，係於該處理容器內載置被處理體； 

第1電極，係埋設於該載置台，而施加偏壓 

電壓給被處理體；

介電體板，係封閉該處理容器之開口以劃分 

出電漿產生空間，並可讓微波穿透而導入至該處 

理容器內；

平面天線，係設置於該介電體板上方，並將 

微波產生裝置所產生的微波經由該介電體板而導 

入至該處理容器內；

蓋組件，係設置於該處理容器上部而呈現環 

狀，並於其內周側具有朝該電漿產生空間突出的 

抵接支撐部，以藉由該抵接支撐部之上方面來支 

撐該介電體板的外周部；

環狀擴張突出部，係從該處理容器或該抵接 

支撐部朝該處理容器內之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介 

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地突出，且構成相隔著該 

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第1電極成對之第2電極的 

至少一部分；以及

空間，係形成於該擴張突出部之上方面與該 

介電體板之下方面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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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中該 

擴張突出部之上方面與該介電體板之下方面的間 

隔為10mm以上30mm以下之範圍內。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擴張突出部係設置為其前端之突出量不會抵 

達該載置台所載置之被處理體的端部上方處。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介電體板與該擴張突出部之間的空間係設置 

有導入處理氣體的氣體導入口。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擴張突出部係與該蓋組件為一體成形。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擴張突出部係與該處理容器為一體成形。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擴張突出部係固定於該蓋組件之輔助電極組 

件。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該擴張突出部係固定於該處理容器之輔助電極 

組件。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係於該擴張突出部之表面設置有凹凸。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面向該電漿產生空間之該第2電極的表面積係 

對比於該載置台之該第1電極的埋設區域面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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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以上5以下之範圍內。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中於該擴張突出部之表面更具備有保護膜。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中該 

保護膜係由矽所構成。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 

係沿著高度至少較該載置台之載置面要低位置處 

的該處理容器內壁而更具備有絕緣板。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電漿處理裝置，其中該 

絕緣板係形成為抵達連續設置在該處理容器下部 

的排氣室之位置處。

15. —種電漿處理方法，係使用電漿處理裝置，而於 

處理容器內產生電漿並藉由該電漿來對被處理體 

進行處理；

其中該電漿處理裝置具備有：

處理容器，係於上部形成有開口，而使用電 

漿來對被處理體進行處理；

載置台，係於該處理容器內載置被處理體； 

第1電極，係埋設於該載置台，而施加偏壓 

電壓給被處理體；

介電體板，係封閉該處理容器之開口以劃分 

出電漿產生空間，並可讓微波穿透而導入至該處 

理容器內；

平面天線，係設置於該介電體板上方，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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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產生裝置所產生的微波經由該介電體板而導 

入至該處理容器內；

蓋組件，係設置於該處理容器上部而呈現環 

狀，並於其內周側具有朝該電漿產生空間突出的 

抵接支撐部，以藉由該抵接支撐部之上方面來支 

撐該介電體板的外周部；

環狀擴張突出部，係從該處理容器或該抵接 

支撐部朝該處理容器內之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介 

電體板之間相隔有間隔地突出，且構成相隔著該 

電漿產生空間而與該第1電極成對之第2電極的 

至少一部分；以及

空間，係形成於該擴張突出部之上方面與該 

介電體板之下方面之間。

1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之電漿處理方法，其中處 

理壓力係40Pa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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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ί）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 處理容器

la 底壁

lb 側壁

3a 冷卻水流道

4 支撐部
5 載置台

5a 加熱器

6 加熱器電源

6a 供電線

7 電極

8a 罩體

8b 阻流板

8c 複數個孔

9a 密封組件

9b 密封組件

10 開口部

11 排氣室

Ila 空間

11b 排氣口

12 氣體供給通道

12a 氣體供給管

16 氣體供給裝置

23 排氣管

24 排氣裝置

26 微波導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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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蓋組件

27a 冷媒通道

28 微波穿透板

29 密封組件

31 平面天線

32 槽孔

33 慢波材

34 罩體

34a 冷媒通道

34b 開口部

35 環狀扣環

36 固定組件

37 導波管

37a 同軸導波管

37b 矩形導波管

38 匹配電路

39 微波產生裝置

40 模式轉換器
41 內導體

42 供電線

43 匹配器

44 高頻電源

45 濾箱

46 屏蔽盒

47 導電板

49a 上部襯套

49b 下部襯套

50 控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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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被處理體）

五、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 

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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