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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無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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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之基板分裂方 

法；具體而言，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玻璃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 

' 之玻璃基板分裂方法。

【先前技術】

• 玻璃板材、有機聚合物板材及其他各式板材係廣泛應用於 

液晶平面顯示裝置及其他平面顯示裝置中。板材之應用係包含 

作為薄膜電晶體之基板、作為一般電路之基板、作為光學元件 

或其他之應用。為配合不同尺寸之顯示裝置生產，需將整塊之

' 板材裁切成各種不同之尺寸。此外，在進行板材裁切時需考慮

" 各式板材之材料性質5並兼顧裁切後之板材結構強度5以確保

產品之良率。

以玻璃基板之裁切為例。圖1所示為傳統對玻璃基板進行
• 裁切之機台設備示意圖。如圖1所示，裁切機台包含有台面

70。台面70上係由流片輸送設置載入玻璃基板20。機台70 

上並架設一支架30。支架30下方則掛設有基板裂塊50。基板 

裂塊50係可相對於支架30上下移動，並對應於玻璃基板20 

底面之一預裂紋（未繪示）。基板裂塊50之上方係設有一錘擊 

裝置，當錘擊裝置向下擊落時，基板裂塊50即向下移動，並 

錘擊玻璃基板20頂面上相對於預裂紋之位置。此時玻璃基板

20則自預裂紋之橫切方向裂開並分為兩半，以達到切割玻璃

6



1342302

基板20之目的。

然而在此一切割方式中，由於錘擊使基板裂塊50產生之速 

度較快，因此容易造成玻璃基板20之破裂。未減少破片之狀 

況，需將預裂紋之深度加深。然而預裂紋之位置係為未來切割 

完成後玻璃基板20之邊緣所在。於加深預裂紋時，由於其加 

工方式係對之玻璃基板20之結構造成影響，因此同時會影響 

切割後玻璃基板之邊緣結構強度。

【發明內容】

本發明之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方 

法，供提升分割後基板邊緣之結構強度。

本發明之另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方 

法，可提升產品之良率。

本發明之另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方 

法，可配合較薄基板之切割製程。

基板分裂裝置包含伺服馬達、傳動裝置、基板壓裂塊及機 

台。其中機台具有一機台台面 > 伺服馬達、傳動裝置及基板壓 

裂塊均設置於機台台面上方。傳動裝置之一端係直接或間接連 

接於伺服馬達-供輸出伺服馬達之動力。基板壓裂塊係直接或 

間接連接於傳動裝置之另一端。機台之機台台面係相對於基板 

壓裂塊，且伺服馬達係藉由傳動裝置驅動基板壓裂塊朝向機台 

台面移動。基板係設置於機台台面上，且其底面係形成有預裂 

紋。基板壓裂塊之延伸方向係與預裂紋相同5且伺服馬達係驅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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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板壓裂塊在朝向或遠離預裂紋之方向上移動。

本發明之基板分裂方式係包含下列步驟：首先於基板上形 

成預裂紋。接著控制伺服馬達驅動基板壓裂塊朝基板移動。最 

後控制基板壓裂塊自預裂紋對應位置壓迫基板。其中伺服馬達 

控制步驟係包含當基板壓裂塊於不同行程位置時，改變伺服馬 

達之驅動速度；以及藉由壓力感測裝置偵測基板之頂面位置， 

以決定改變伺服馬達速度之位置。此外，基板壓迫步驟包含藉 

由壓力感測裝置感測基板壓裂塊上之壓力值；當壓力值到達一 

預設壓力值時，即停止基板壓裂塊之前進。

【實施方式】

本發明係提供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之基板分裂方 

法。此處所言之基板係較佳係為平面顯示裝置基板；然而在不 

同實施例中，基板亦可為電路基板、晶圓基板及其他各式基 

板。此外，在較佳實施例中»基板之材質係為玻璃材質；然而 

在其他實施例中，基板亦可以有機樹脂或其他不同材質所形 

成。

在圖2所示之實施例中，基板分裂裝置包含伺服馬達100、 

傳動裝置300、基板壓裂塊500及機台700 °其中機台700具 

有一機台台面710，而伺服馬達100、傳動裝置300及基板壓 

裂塊500均設置於機台台面710上方。伺服馬達100較佳係指 

得控制速度或驅動路徑之馬達100，其種類包含定速伺服馬 

達、變速伺服馬達、直流伺服馬達、交流伺服馬達及其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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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伺服馬達。

如圖2所示，傳動裝置300之一端係直接或間接連接於伺 

服馬達100，供輸出伺服馬達100之動力。在圖2所示之實施 

例中，傳動裝置300具有動力輸入端310及動力輸出端330， 

其中動力輸入端310係直接或間接連接於伺服馬達100 °伺服 

馬達100包含有轉動螺桿110，而傳動裝置300之動力輸入端 

310設有相應之螺孔。螺孔係套合轉動螺桿110。當轉動螺桿 

110轉動，並同時限制動力輸入端310不作相應之旋轉時，即 

可驅動傳動裝置300沿轉動螺桿110軸向之方向產生位移。

基板壓裂塊500係連接於傳動裝置300，且較佳係直接或間 

接地連接於傳動裝置300之動力輸出端330。此外，基板壓裂 

塊500亦可採可分離的方式與傳動裝置300連接；亦即基板壓 

裂塊500與傳動裝置300間亦可有相對位移之產生。如圖2及 

圖3所示，基板壓裂塊500係呈一長條狀設置，且橫切於機台 

台面710 °基板壓裂塊500之材質較佳係為有機樹脂；然而在 

不同實施例中，亦可採用金屬或其他材質。

如圖2及圖3所示，機台700之機台台面710係相對於基 

板壓裂塊500，且伺服馬達100係藉由傳動裝置300驅動基板 

壓裂塊500朝向機台台面710移動。基板200較佳係藉由一流 

片機構（未繪示）傳送至機台台面710上。基板200之底面較佳 

係形成有預裂紋210,其形成方式包含切削、鑽孔或其他機械、 

雷射或化學加工方式。基板壓裂塊500之延伸方向係與預裂紋 

210相同'且伺服馬達100係驅動基板壓裂塊500在朝向或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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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預裂紋之方向上移動。

如圖2及圖3所示，基板分裂裝置並包含有導軌400。傳動 

裝置300與基板壓裂塊500係設置於導軌400上。導軌400較 

佳係垂直於機台台面710 ；換言之，導軌400係導引傳動裝置 

300與基板壓裂塊500在接近及遠離機台台面710之方向上移 

動，並限制傳動裝置300與基板壓裂塊500在其他方向上之位 

移或轉動。導軌400係直接設置於機台700上；然而在不同實 

施例中 > 導軌400亦可以懸吊方式設置於機台台面710上方。

在如圖4a所示之實施例中，傳動裝置300與基板壓裂塊500 

在導軌400上亦可產生相對位移。換言之，傳動裝置300係以 

可分離方式與基板壓裂塊500連接。如圖4b所示，當傳動裝 

置300受伺服馬達100驅動沿導軌400接觸基板壓裂塊500 

時，傳動裝置300之動力輸出端330即推動基板壓裂塊500朝 

機台台面710前進。

如圖5a所示»以基板壓裂塊500之底面為參考點而言，基 

板壓裂塊500係具有第一行程610及第二行程620，其中第二 

行程620係較第一行程610接近機台台面710。以圖5a之角 

度觀之，基板壓裂塊500係經由第一行程610進入第二行程 

620後始得靠近機台台面710並與其上設置之基板200接觸。 

在較佳實施例中，第二行程620之起始位置與基板200表面之 

距離係小於2mm ；換言之，機台台面710之距離係小於2mm加 

上基板200之厚度。第二行程620之起始位置即等同於第一行 

程610之結束位置。在較佳實施例中，基板壓裂塊500於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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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時，係已完成減速過程，將下降速度由第一速度減至第二 

速度。

如圖5a所示，當基板壓裂塊500在第一行程610之範圍內 

時，伺服馬達100驅動基板壓裂塊500前進之速度係為第一速 

度。如圖5b所示，當基板壓裂塊500在第二行程620之範圍 

內時，伺服馬達100驅動基板壓裂塊500前進之速度係為第二 

速度。在此實施例中，第一速度係大於第二速度，以節省製程 

之整體時間；然而在不同實施例中，伺服馬達100亦可自始至 

終均驅動基板壓裂塊500維持一定速前進。此外，第二速度較 

佳係小於1 Omm/s ；然而在更佳實施例中，第二速度係小於 

2mm/s。當以較慢之第二速度作為與基板200之接觸速度時， 

基板壓裂塊500之緩壓作用即可將具有較淺預裂紋210之基板 

200分裂，以增加分裂後基板200之邊緣結構強度。特別是針 

對厚度較薄之基板200，基板壓裂塊500需使用較慢之第二速 

度進行壓裂。例如當基板200厚度小於0. 3mm時，第二速度較 

佳係小於2mm/s。

在圖6a及圖6b所示之實施例中，基板分裂裝置另包含連 

接軸750。傳動裝置500係藉由連接軸750軸接基板壓裂塊500 

之中段部分，且連接軸750係垂直於傳動裝置500之移動方 

向。在此實施例中，連接軸750係橫切基板壓裂塊500，並與 

機台台面710平行。當基板壓裂塊500與基板200接觸時，如 

圖6b所示，可能因基板厚度不均或其他原因，導致基板壓裂 

塊500之底面與基板200表面未能平行。此時連接軸750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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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基板壓裂塊500略旋轉至與基板200表面平行之狀態，以避 

免產生因應力集中造成之良率下降。

在圖7所示之實施例中，基板分裂裝置進一步包含吸震裝 

置770。吸震裝置770係設置於連接軸750之外側，亦即與連 

接軸750位於不同鉛直線上。吸震裝置770係位於傳動裝置 

500與基板壓裂塊500之間；當基板壓裂塊500相對於連接軸 

750旋轉時，吸震裝置770即可吸收轉動帶來的能量，並減緩 

基板壓裂塊500轉動之速度。在此較佳實施例中，吸震裝置 

770係成對設置於連接軸750之兩側；然而在不同實施例中， 

吸震裝置770亦可僅設置於連接軸750之一側。此外，吸震裝 

置770較佳係包含阻尼裝置，供轉化基板壓裂塊500旋轉產生 

之動能；然而吸震裝置770亦可包含彈簧等彈性元件。

如圖8a所示，基板分裂裝置另包含伺服處理器910及壓力 

感測裝置930。伺服處理器910係訊號連接於伺服馬達100， 

供控制伺服馬達100之輸出功率或速度。壓力感測裝置930係 

直接或間接連接於基板壓裂塊500，並訊號連接於伺服處理器 

910。在圖8a所示之實施例中，壓力感測裝置930係直接設置 

於基板壓裂塊500之頂端，並對應於傳動裝置300之動力輸出 

端330。當傳動裝置300下壓使動力輸出端330接觸基板壓裂 

塊500之頂端時，需先壓迫壓力感測裝置930方能驅動基板壓 

塊500 °此時壓力感測裝置930係以與基板壓裂塊500串聯之 

方式感測基板壓裂塊500 _E之壓力。然而在不同實施例中，如 

圖8b所示'壓力感測裝置930亦可設置於傳動裝置300之動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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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輸出端330上。當動力輸出端330壓迫基板壓裂塊500時， 

壓力感測裝置930亦可偵得基板壓裂塊500上之壓力。此外， 

壓力感測裝置930亦可與基板壓裂塊500以並聯方式連接。

在圖9所示之實施例中，傳動裝置300包含分離之動力輸 

入部301及動力輸出部303。動力輸入部301係可移動地連接 

於伺服馬達100,其中動力輸入端310係設置於動力輸入部301 

上。動力輸出部303係與基板壓裂塊500連動，亦即基板壓裂 

塊500係藉由連接軸750軸接於動力輸出部303上。吸震裝置 

770係設置於動力輸出部303頂端之凸緣與基板壓裂塊500之 

間。動力輸入部301及動力輸出部303較佳均設置於導軌400 

上，並可沿垂直機台台面710之方向產生相對位移。

如圖9所示，壓力感測裝置930係設置於動力輸入部301 

及動力輸出部303之間，且位於動力輸出部303上。然而在不 

同實施例中，壓力感測裝置930亦可設置於動力輸入部301 

上。此時壓力感測裝置930係間接與基板壓裂塊500連接。在 

圖9之實施例中，當伺服馬達100驅動傳動裝置300之動力輸 

入部301時，動力輸入部301即驅動壓力感測裝置930以推動 

動力輸出部303。此時壓力感測裝置930即可偵得基板壓裂塊 

500上承受之壓力。

在圖10所示之實施例中，本發明之基板分裂方式較佳包含 

步驟1010，於基板200上形成預裂紋210。預裂紋210之形成 

方式包含切削、鑽孔或其他機械、雷射或化學加工方式。步驟 

1030為控制伺服馬達100驅動基板壓裂塊500朝基板200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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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較佳實施例中，伺服馬達100輸出之轉動動力係經由傳 

動裝置300轉換為線性動力後始輸出驅動基板壓裂塊500。步 

驟1050包含控制基板壓裂塊500自預裂紋210對應位置壓迫 

基板200。基板壓裂塊500之延伸方向較佳係平行於預裂紋210 

之方向。此外，由於預裂紋210較佳係形成於基板200之底面， 

而基板壓裂塊500係壓迫基板200之頂面，因此基板壓裂塊 

500較佳係壓迫預裂紋210之對面。

在圖11所示之實施例中，伺服馬達控制步驟1030包含步 

驟1031，於基板壓裂塊500於第一行程610內時，控制基板 

壓裂塊500以第一速度前進；以及步驟1033，於基板壓裂塊 

500於第二行程620內時，控制基板壓裂塊500以第二速度前 

進。第二行程620係較接近基板200，且第一速度係大於第二 

速度。然而在不同實施例中，伺服馬達100亦可控制基板壓裂 

塊500維持一固定速度移動。第二速度較佳係小於10mm/s ； 

然而在更佳實施例中，第二速度係小於2mm/s。當以較慢之第 

二速度作為與基板200之接觸速度時，基板壓裂塊500之緩壓 

作用即可將具有較淺預裂紋210之基板200分裂，以增加分裂 

後基板200之邊緣結構強度。特別是針對厚度較薄之基板 

200，基板壓裂塊500需使用較慢之第二速度進行壓裂。例如 

當基板200厚度小於0. 3mm時，第二速度較佳係小於2mm/s。

如圖11所示，伺服馬達控制步驟1030更可包含步驟1035 

以壓力感測裝置930偵測基板200之頂面位置。此一步驟通常 

於整批基板200中之第一片基板200載入時。在此步驟中'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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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馬達驅動基板壓裂塊500下降與基板200接觸。當壓力感測 

裝置930起始偵得基板壓裂塊500之壓力值時，即可定位為當 

時基板壓裂塊500之底面位置為基板200之頂面位置。步驟 

1037包含根據頂面位置決定第二行程620之起始位置。在較佳 

實施例中，第二行程620之起始位置與基板200頂面位置之距 

離係小於加m。此外，在圖11所示之實施例中，亦可省略步驟 

1035及步驟1037。頂面位置之定位及第二行程620之起始位 

置係可由直接手動設定伺服處理器910以控制伺服馬達100之 

方式代替。

在圖12所示之實施例中，基板壓迫步驟1050包含步驟 

1051，設置壓力感測裝置930直接或間接連接基板壓裂塊 

500。其中壓力感測裝置930與基板壓裂塊500之連接方式係 

包含串聯連接及並聯連接。步驟1053包含藉由壓力感測裝置 

930偵測基板壓裂塊500承受之壓力。此一壓力係為基板壓裂 

塊500壓迫基板200時產生之反力所形成。因此當基板壓裂塊 

500壓迫基板200越多時，此一壓力值亦隨之增加。

步驟1055包含當壓力達到一預設壓力值時，即停止基板壓 

裂塊500之前進。由於基板200之厚度及預裂紋210之深度均 

可事先設定，因此可藉由實驗或其他分析方式得知造成基板 

200上預裂紋210位置斷製時所需之壓力。此一壓力即可設定 

在伺服處理器910中作為預設壓力。當壓力感測裝置930偵測 

基板壓裂塊500上之壓力達到此一預設壓力時，即可判斷基板 

200已於預裂紋時斷裂。此時伺服處理器910即控制伺服馬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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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停止輸出動力或反向輸出動力，以停止基板壓裂塊500之 

前進。

基板分裂方式更可包含設置吸震裝置770於傳動裝置300 

與基板壓裂塊500間。藉由此吸震裝置770之設置，可吸收基 

板壓裂塊500與基板200接觸時產生之震動。此外，亦可以連 

接軸750軸接基板壓裂塊500。當基板壓裂塊500與基板200 

頂面非平行時，連接軸750使基板壓裂塊500旋轉以平均基板 

壓裂塊500與基板200接觸時之應力分佈，並進而增加生產之 

良率。

本發明已由上述相關實施例加以描述，然而上述實施例僅 

為實施本發明之範例。必需指出的是，已揭露之實施例並未限 

制本發明之範圍。相反地，包含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精神及範圍 

之修改及均等設置均包含於本發明之範圍內。

【圖式簡單說明】

圖1為傳統基板分裂裝置之示意圖；

圖2為本發明基板分裂裝置之實施例正視圖；

圖3為圖2所示實施例之側視圖；

圖4a為傳動裝置與基板壓裂塊分離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4b為圖4a所示實施例之作動示意圖；

圖5a為基板壓裂塊位於第一行程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5b為基板壓裂塊位於第二行程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6a為包含連接軸之實施例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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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為含連接軸之基板壓裂塊與基板接觸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7為包含吸震裝置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8a為包含伺服處理器及壓力感測裝置之實施例示意圖；

圖8b為壓力感測裝置之另一實施例示意圖；

圖9為傳動裝置之另一實施例示意圖；

圖10為本發明基板分裂方法之實施例流程圖；

圖11為基板分裂方法之另一實施例流程圖。

圖12為基板分裂方法之另一實施例流程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0伺服馬達

110轉動螺桿

200基板

210預裂紋

300傳動裝置

301動力輸入部

303動力輸出部

310動力輸入端

330動力輸出端

400導軌

500基板壓裂塊

610第一行程

620第二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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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機台

710機台台面

750連接軸

770吸震裝置

910伺服處理器

930壓力感測裝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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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提供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及其使用之基板分裂方 

法。基板分裂裝置包含伺服馬達、傳動裝置、基板壓裂塊及機 

台台面。傳動裝置之一端係直接或間接連接於伺服馬達，而另 

一端則連接基板壓裂塊。機台台面係相對於基板壓裂塊，且伺 

服馬達係藉由傳動裝置驅動基板壓裂塊朝向機台台面移動。基 

板係設置於機台台面上，且其底面係形成有預裂紋。伺服馬達 

係驅動基板壓裂塊在朝向或遠離預裂紋之方向上移動。基板分 

裂方式係包含下列步驟：首先於基板上形成預裂紋。接著控制 

伺服馬達驅動基板壓裂塊朝基板移動。最後控制基板壓裂塊自 

預裂紋對應位置壓迫基板。

六、 英文發明摘要：

A substrate splitting apparatus and a method for 
splitting a substrate are provided. The substrate splitting 
apparatus includes a servo motoi·, a transmission device, a 
breaking bar, and a table surface. One end of the 
t ransmission is di rec tly or indirec tly coupled to the servo 
motor while the other end is coupled to the breaking bar. 
The table surface is opposite to the breaking bar. The servo 
motor drives the transmission device to move the breaking 
bar to ward the t able surface. A subs trate that having a pre
crack on the bottom is disposed on the table surface. The 
servo motor drives the breaking bar to move along the 
di rec tion t oward or leave the pre- crack. The met hod of 
splitting includes the fol lowing steps: generating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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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rack on the substrate; control 1 ing the servo motor to 
drive the breaking bar moving toward the substrate; and 
controlling the breaking bar to press the substrate at the 
position opposite to the pre-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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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式：

圖1 （習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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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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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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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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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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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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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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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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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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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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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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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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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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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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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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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厂 1010

於基板上形成預裂紋

1 [ 厂 1030

控制伺服馬達驅動基板壓裂塊朝基板移動

1 [ 厂 1050

控制基板壓裂塊自預裂紋對應位置壓迫 
基板

1 [ 厂 1051

設置壓力感測裝置直接或間接連接基板 
壓裂塊

1 1 厂 1053

藉由壓力感測裝置偵測基板壓裂塊承受 
之壓力

1 1 厂 1055

當壓力達到一預設壓力值時，即停止基 
板壓裂塊之前進

（ 結束 ]

圖12



1342302

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9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罩說明：

100伺服馬達

200基板

300傳動裝置

303動力輸出部

330動力輸出端

500基板壓裂塊

710機台台面

770吸震裝置

930壓力感測裝置

110轉動螺桿

210預裂紋

301動力輸入部

310動力輸入端

400導軌

700機台

750連接軸

910伺服處理器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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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十、申請專利範圍：
■i

瓦 1. 一種基板分裂裝置，包含：

一伺服馬達，包含一轉動螺桿；

一傳動裝置,該傳動裝置之一端係連接該伺服馬達，其中 

該傳動裝置係輸出該伺服馬達之動力,該傳動裝置包含： 

一動力輸入端，係可軸向移動地連接該轉動螺桿,該動 

力輸入端具有一螺孔'該螺孔係套合該轉動螺桿；以 

及

一動力輸出端，係對應驅動該基板壓裂塊產生位移； 

一基板壓裂塊，係連接於該傳動裝置；以及 

一機台台面，係設置相對於該基板壓裂塊；其中該伺服馬 

達藉由該傳動裝置驅動該基板壓裂塊朝向該機台台面移動。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進一步包含一導

' 軌，其中該傳動裝置及該基板壓裂塊係設置於該導軌上，該導

軌導引該傳動裝置及該基板壓裂塊在接近及遠離該機台台面 

之方向上移動。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基板壓裂 

塊相對該機台台面具有一第一行程及一第二行程，該第二行程 

較該第一行程接近該機台台面，當該基板壓裂塊移動於該第一 

行程內時，該伺服馬達驅動該基板壓裂塊移動之速度為一第一 

速度；當該基板壓裂塊移動於該第二行程內時，該伺服馬達驅 

動該基板壓裂塊移動之速度為一第二速度，該第一速度係大於 

該第二速度。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5其中該第二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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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起始位置與該機台台面之距離係小於2mm加上一基板厚 

度。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第二速度 

係小於10 mm/s °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第二速度 

係小於2 mm/s °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進一步包含一連 

接軸，其中該傳動裝置藉由該連接軸軸接該基板壓裂塊之一中 

段部分，該連接軸係垂直於該傳動裝置之移動方向。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進一步包含一吸 

震裝置，設置於該連接軸之外側，其中該吸震裝置係位於該傳 

動裝置與該基板壓裂塊之間。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吸震裝置 

係包含一阻尼裝置。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進一步包含：

一伺服處理器，係訊號連接該伺服馬達；以及 

一壓力感測裝置，該壓力感測裝置係直接或間接連接該基 

板壓裂塊，並訊號連接於該伺服處理器 ；

其中，該壓力感測裝置係偵測該基板壓裂塊上之一壓力 5 

並轉換為訊號傳送至該伺服處理器。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壓力感 

測裝置係以並聯方式連接於該基板壓裂塊。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壓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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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裝置係以串聯方式連接於該基板壓裂塊。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傳動裝 

置包含：

一動力輸入部，係可移動地連接該伺服馬達；以及

一動力輸出部，係與該基板壓裂塊連動；其中該壓力感測 

裝置係設置於該動力輸入部及該動力輸出部之間，該動力輸入 

部係驅動該壓力感測裝置以驅動該動力輸出部。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所述之基板分裂裝置，其中該壓力感 

測裝置係設置於該傳動裝置及該基板壓裂塊之間，該動力輸入 

部係驅動該壓力感測裝置以驅動該基板壓裂塊。

15. 一種基板分裂方法，包含下列步驟：

於一基板上形成一預裂紋；

控制一伺服馬達腿動一基板壓裂塊朝該基板移動；以及

控制該基板壓裂塊自該預裂紋對應位置壓迫該基板；

其中該伺服馬達控制步驟包含：

於該基板壓裂塊於一第一行程內時，控制該基板壓裂塊以一 

第一速度前進；以及

於該基板壓裂塊於一第二行程內時，控制該基板壓裂塊以一 

第二速度前進；其中該第二行程係較接近該基板，且該第 

一速度係大於該第二速度。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第二速 

度係小於10 mm/s。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第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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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係小於2 mm/s。

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第二行 

程之一起始位置與該機台台面之距離係小於2ππη加上一基板厚 

度。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伺服馬 

達控制步驟包含：

以一壓力感測裝置偵測該基板之一頂面位置；以及

根據該頂面位置決定該第二行程之一起始位置。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進一步包含設 

置一吸震裝置於該傳動裝置與該基板壓裂塊間，以吸收該基板 

壓裂塊與該基板接觸時產生之震動。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進一步包含以 

一連接軸軸接該基板壓裂塊，以平均該基板壓裂塊與該基板接 

觸時之應力分佈。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基板壓 

迫步驟包含：

設置一壓力感測裝置直接或間接連接該基板壓裂塊；

藉由該壓力感測裝置偵測該基板壓裂塊承受之一壓力；以 

及

當該壓力達到一預設壓力值時，停止該基板壓裂塊之前進。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壓力感 

測裝置設置步驟包含以串聯方式連接該壓力感測裝置及該基 

板壓裂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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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其中該壓力感 

測裝置設置步驟包含以並聯方式連接該壓力感測裝置及該基 

板壓裂塊。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基板分裂方法，進一步包含限 

制該基板之厚度小於0.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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