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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研磨装置，使研磨液遍布于研磨垫，并

且即使是较薄的晶片，也防止边缘碎裂的产生而

良好地对晶片进行研磨。研磨装置的研磨垫含有

研磨磨粒，并且在与支承基台粘贴的粘贴面上形

成有多个槽，研磨垫具有连通至平坦的研磨面的

多个连通孔，研磨液遍布于多个槽，通过多个连

通孔而提供至研磨面。在研磨垫中，在粘贴面上

形成有多个槽，在研磨面上未形成槽，因此能够

利用平坦的研磨面对晶片进行研磨。不存在槽侧

面与研磨面之间的角形部碰撞晶片的情况，因此

能够防止在晶片的外周边缘产生缺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8页  附图6页

CN 109605208 A

2019.04.12

CN
 1
09
60
52
08
 A



1.一种研磨装置，其对晶片进行研磨，其特征在于，

该研磨装置具有：

卡盘工作台，其在上表面上对晶片进行保持；以及

研磨单元，其对该卡盘工作台所保持的晶片进行研磨，

该研磨单元具有：

旋转主轴；

安装座，其固定于该旋转主轴的前端；以及

研磨工具，其装卸自如地安装于该安装座，

该研磨工具具有：

圆环状的支承基台，其在中央具有提供孔，该提供孔与研磨液提供单元连通并且供研

磨液通过；以及

研磨垫，其粘贴于该支承基台的支承面上，

该研磨垫含有研磨磨粒，并且在与该支承面粘贴的粘贴面上形成有多个槽，

该研磨垫具有从该粘贴面连通至与该粘贴面相反的面即平坦的研磨面的多个连通孔，

从该提供孔提供的该研磨液遍布于该多个槽，并通过该多个连通孔而提供至该研磨面。

2.一种研磨装置，其对晶片进行研磨，其特征在于，

该研磨装置具有：

卡盘工作台，其在上表面上对晶片进行保持；以及

研磨单元，其对该卡盘工作台所保持的晶片进行研磨，

该研磨单元具有：

旋转主轴；

安装座，其固定于该旋转主轴的前端；以及

研磨工具，其装卸自如地安装于该安装座，

该研磨工具具有：

圆环状的支承基台，其在中央具有提供孔，该提供孔与研磨液提供单元连通并且供研

磨液通过；以及

研磨垫，其粘贴于该支承基台的支承面上，

该研磨垫是将诱发与硅的固相反应的固相反应微粒投入至液态结合材料并浸渗于无

纺布并进行干燥而形成的，并且在与该支承面粘贴的粘贴面上形成有多个槽，

该无纺布具有从该粘贴面连通至与该粘贴面相反的面即平坦的研磨面的多个连通孔，

从该提供孔提供的该研磨液遍布于该多个槽，并通过该多个连通孔而提供至该研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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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对晶片进行研磨的研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半导体器件制造工序中，沿着间隔道对形成有多个器件的半导体晶片进行分

割，从而形成半导体器件。为了实现半导体器件的小型化和轻量化，在对半导体晶片进行分

割之前，对半导体晶片的背面进行磨削。当这样对半导体晶片进行磨削时，在半导体晶片的

背面上生成包含微裂纹的1μm左右的磨削应变层。当半导体晶片的厚度薄至100μm以下时，

存在下述问题：该磨削应变层会导致半导体器件的抗弯强度降低。

[0003] 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在将半导体晶片磨削至规定的厚度之后，对半导体晶片的

背面实施抛光加工、湿蚀刻加工、干蚀刻加工等，将在半导体晶片的背面生成的磨削应变层

去除，从而防止半导体器件的抗弯强度的降低。

[0004] 另一方面，在形成有多个像DRAM或闪速存储器等那样具有存储器功能的器件的半

导体晶片中，存在下述问题：当将磨削应变层去除时，存储器功能会降低。据认为这是因为，

当将半导体晶片背面的磨削应变层去除时，去疵效果消失，半导体晶片的内部所含有的铜

等金属离子浮置于形成有器件的正面侧，从而产生电流泄漏。

[0005] 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研磨垫，其用于在半导体晶片的背面上形成厚

度为0.2μm以下的包含微裂纹的去疵层(例如，参照专利文献1)。专利文献1的研磨垫是使液

态结合材料浸渗于无纺布而构成的，该液态结合材料中混入有诱发与硅的固相反应的固相

反应微粒(研磨用磨粒)以及莫氏硬度比硅高的去疵层形成微粒(去疵用磨粒)。

[0006] 在将半导体晶片磨削至规定的厚度之后，一边提供碱溶液一边利用该研磨垫对半

导体晶片的背面进行研磨。由此，研磨垫的固相反应微粒发挥作用，将残留在半导体晶片的

背面的磨削磨具所致的磨削应变层去除。然后，一边提供纯水一边利用该研磨垫对半导体

晶片的背面进行研磨。由此，去疵层形成微粒发挥作用，在半导体晶片的背面形成略微的划

伤，形成去疵层。利用去疵层抑制半导体器件的抗弯强度的降低，制造具有去疵效果的半导

体器件。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5-46550号公报

[0008] 这里，通常在研磨垫中在对半导体晶片进行研磨的研磨面上形成有多个槽。当对

半导体晶片进行研磨时，提供至研磨垫的碱溶液或纯水通过该多个槽而遍布于整个研磨

面。在该状态下，旋转的研磨垫与半导体晶片旋转接触，从而对半导体晶片进行研磨。但是，

槽侧面与研磨面之间的角形状的角形部反复碰撞半导体晶片的外周边缘，从而对外周边缘

施加负荷，在较薄的半导体晶片的情况下，有时产生边缘碎裂。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是鉴于该点而完成的，其目的之一在于提供研磨装置，能够使研磨液遍布

于研磨垫，并且即使是较薄的晶片也能够防止边缘碎裂的产生而良好地对晶片进行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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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的一个方式的研磨装置对晶片进行研磨，其中，研磨装置具有：卡盘工作

台，其在上表面上对晶片进行保持；以及研磨单元，其对卡盘工作台所保持的晶片进行研

磨，研磨单元具有：旋转主轴；安装座，其固定于旋转主轴的前端；以及研磨工具，其装卸自

如地安装于安装座，研磨工具具有：圆环状的支承基台，其在中央具有提供孔，提供孔与研

磨液提供单元连通并且供研磨液通过；以及研磨垫，其粘贴于支承基台的支承面上，研磨垫

含有研磨磨粒，并且在与支承面粘贴的粘贴面上形成有多个槽，研磨垫具有从粘贴面连通

至与粘贴面相反的面即平坦的研磨面的多个连通孔，从提供孔提供的研磨液遍布于多个

槽，并通过多个连通孔而提供至研磨面。

[0011] 本发明的一个方式的研磨装置对晶片进行研磨，其中，研磨装置具有：卡盘工作

台，其在上表面上对晶片进行保持；以及研磨单元，其对卡盘工作台所保持的晶片进行研

磨，研磨单元具有：旋转主轴；安装座，其固定于旋转主轴的前端；以及研磨工具，其装卸自

如地安装于安装座，研磨工具具有：圆环状的支承基台，其在中央具有提供孔，提供孔与研

磨液提供单元连通并且供研磨液通过；以及研磨垫，其粘贴于支承基台的支承面上，研磨垫

是将诱发与硅的固相反应的固相反应微粒投入至液态结合材料并浸渗于无纺布并进行干

燥而形成的，并且在与支承面粘贴的粘贴面上形成有多个槽，无纺布具有从粘贴面连通至

与粘贴面相反的面即平坦的研磨面的多个连通孔，从提供孔提供的研磨液遍布于多个槽，

并通过多个连通孔而提供至研磨面。

[0012] 根据这些结构，在研磨垫中，在粘贴于支承基台的支承面的粘贴面上形成有多个

槽，在研磨面上未形成槽，因此能够利用平坦的研磨面对晶片进行研磨。不存在槽侧面与研

磨面之间的角形部碰撞晶片的情况，因此能够防止在晶片的外周边缘产生缺损，同时能够

利用研磨磨粒对晶片进行研磨。另外，从支承基台的提供孔提供的研磨液遍布至形成于研

磨垫的粘贴面的多个槽，进而通过连通孔而从槽提供至研磨面。由此，能够使研磨液遍布于

研磨垫，并且即使是较薄的晶片也能够防止边缘碎裂的产生而良好地对晶片进行研磨。

[0013] 根据本发明，能够使研磨液遍布于研磨垫，并且即使是较薄的晶片也能够防止边

缘碎裂的产生而良好地对晶片进行研磨。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施方式的研磨装置的立体图。

[0015] 图2是利用在研磨面上形成有槽的研磨垫所进行的研磨加工的说明图。

[0016] 图3的(A)和图3的(B)是具有本实施方式的研磨垫的研磨工具的说明图。

[0017] 图4的(A)和图4的(B)是对本实施方式的研磨液的流动进行说明的图。

[0018] 图5是示出本实施方式的应变层去除工序的图。

[0019] 图6的(A)和图6的(B)是示出本实施方式的去疵层形成工序的图。

[0020] 标号说明

[0021] 1：研磨装置；21：卡盘工作台；23：(卡盘工作台的)保持面(上表面)；41：研磨单元；

43：旋转主轴；44：安装座；46：支承基台；46a：提供孔；46c：支承面；47：研磨垫；47a：粘贴面；

47b：槽；47c：研磨面；48：研磨工具；60：研磨液提供单元；61：碱溶液提供源；62：纯水提供

源；81：固相反应微粒；82：去疵层形成微粒；W：晶片；W1：(晶片的)正面；W2：(晶片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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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参照附图对研磨装置进行说明。图1是本实施方式的研磨装置的立体图。图2

是利用在研磨面上形成有槽的研磨垫进行研磨加工的说明图。另外，本实施方式的研磨装

置不限于图1所示那样的研磨专用的装置，例如也可以组装至全自动实施磨削、研磨、清洗

等一系列加工的全自动型的加工装置。

[0023] 如图1所示，研磨装置1构成为使用后述的研磨垫47，通过化学机械研磨(CMP：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对晶片W进行研磨。晶片W由硅晶片构成，在正面W1上呈

格子状形成有多条间隔道，在通过间隔道划分的区域形成有IC、LSI等器件(未图示)。为了

在对晶片W的背面W2进行磨削而使晶片W成为规定的厚度(例如100μm)时保护形成于晶片W

的正面W1的器件，在晶片W的正面W1上粘贴有作为保护部件的保护带T。晶片W使作为被加工

面的背面W2为上侧而保持于后述的卡盘工作台21。

[0024] 在研磨装置1的基台11的上表面上形成有在Y轴方向上延伸的矩形状的开口，该开

口被能够与卡盘工作台21一起移动的工作台罩12和波纹状的防水罩13覆盖。在防水罩13的

下方设置有：移动单元24，其使卡盘工作台21在Y轴方向上移动；以及旋转单元22，其使卡盘

工作台21连续旋转。在卡盘工作台21的上表面上通过多孔质的多孔材料形成隔着保护带T

对晶片W进行保持的保持面23。保持面23通过卡盘工作台21内的流路而与吸引源(未图示)

连接。

[0025] 移动单元24具有：与Y轴方向平行的一对导轨51，它们配置在基台11上；以及电动

机驱动的Y轴工作台52，其以能够滑动的方式设置在一对导轨51上。在Y轴工作台52的背面

侧形成有螺母部(未图示)，滚珠丝杠53与该螺母部螺合。并且，通过对与滚珠丝杠53的一个

端部连结的驱动电动机54进行旋转驱动，从而卡盘工作台21沿着一对导轨51在Y轴方向上

移动。旋转单元22设置在Y轴工作台52上，将卡盘工作台21支承为能够绕Z轴旋转。

[0026] 在基台11上设置有柱14，在柱14上设置有加工进给单元31，其将研磨单元(研磨组

件)41在Z轴方向上进行加工进给。加工进给单元31具有：与Z轴方向平行的一对导轨32，它

们配置在柱14上；以及电动机驱动的Z轴工作台33，其以能够滑动的方式设置在一对导轨32

上。在Z轴工作台33的背面侧形成有螺母部(未图示)，滚珠丝杠34与该螺母部螺合。通过与

滚珠丝杠34的一个端部连结的驱动电动机35对滚珠丝杠34进行旋转驱动，从而研磨单元41

沿着导轨32进行加工进给。

[0027] 研磨单元41构成为借助壳体42而安装于Z轴工作台33的前表面上，在旋转主轴43

的下部设置有研磨工具48。在旋转主轴43设置有凸缘45，借助凸缘45将研磨单元41支承于

壳体42。在旋转主轴43的下部安装有安装座44，在安装座44上安装有由支承基台46和研磨

垫47构成的研磨工具48。对研磨垫47提供研磨液的研磨液提供单元(研磨液提供组件)60与

研磨单元41连结。当将阀65打开时，对研磨单元41提供碱溶液，当将阀66打开时，对研磨单

元41提供纯水。研磨液中与碱溶液等一起含有纯水。

[0028] 在研磨装置1中设置有对装置各部进行集成控制的控制部(未图示)。控制部对阀

65、66进行控制。控制部由执行各种处理的处理器或存储器等构成。存储器根据用途由ROM

(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等的一

个或多个存储介质构成。在这样构成的研磨装置1中，研磨垫47一边绕Z轴旋转一边接近卡

盘工作台21所保持的晶片W。并且，研磨垫47与晶片W的背面W2旋转接触而对晶片W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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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0029] 这里，如图2所示，作为研磨垫96，公知有在研磨面91上形成有辅助研磨液提供的

槽92的研磨垫，研磨液通过槽92而遍布于整个研磨面91，从而良好地对晶片W进行研磨。但

是，如图2所示，在研磨垫96的槽92中，在槽侧面93与研磨面91之间产生角形状的角形部94，

在研磨时研磨垫96的角形部94反复碰撞晶片W的外周边缘，从而对外周边缘施加负荷，在晶

片W较薄的情况下，有时在外周边缘产生缺口。因此，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研磨垫中在粘贴于

支承基台的粘贴面侧形成槽，从而平坦地形成研磨面而防止由于槽92的角形部94在晶片W

的外周边缘产生缺损。

[0030] 以下，参照图3的(A)和图3的(B)对研磨垫47的结构进行说明。图3的(A)和图3的

(B)是具有本实施方式的研磨垫的研磨工具的说明图。图3的(A)是示出研磨垫被粘贴于支

承基台之前的状态的图。图3的(B)是研磨工具的立体图。图4的(A)和图4的(B)是对本实施

方式的研磨液的流动进行说明的图。图4的(A)是对研磨单元中的研磨液的流动进行说明的

图。图4的(B)是对研磨垫中的研磨液的流动进行说明的图。

[0031] 如图3的(A)所示，研磨工具48(参照图3的(B))构成为在圆环状的支承基台46上粘

贴有研磨垫47。支承基台46由铝合金等形成，在中央部分开口有供研磨液通过的提供孔

46a。另外，在支承基台46上沿周向隔开间隔地形成有外螺纹孔46b。支承基台46的下表面形

成为研磨垫47的支承面46c，在支承面46c上粘贴研磨垫47。

[0032] 研磨垫47形成为圆盘状。研磨垫47的上表面是粘贴于支承基台46的支承面46c上

的粘贴面47a，在粘贴面47a上交叉形成有作为研磨液的通路的多个槽47b。槽47b中的研磨

液的通路形成得比后述的连通孔(连通气孔)大。由此，与连通孔相比，提供至研磨垫47的研

磨液优先遍布于槽47b。即，研磨液在通过连通孔而到达研磨面47c之前，沿着粘贴面47a的

槽47b在研磨垫47的径向上扩展。在通过槽47b使研磨液在研磨垫47的径向上扩展之后，通

过连通孔将研磨液从槽47b提供至研磨面47c，因此能够使研磨液遍布于研磨垫47。对于槽

47b的深度和宽度，只要槽47b的通路大于连通孔，则没有特别限定，可以根据加工条件进行

变更。在研磨液的粘度较高而难以在槽47b中流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深槽47b的深度、或

拓宽宽度而使研磨液容易在槽47b中流动。另外，研磨垫47的下表面是对晶片W进行研磨的

研磨面47c，其平坦地形成。研磨垫47例如形成为直径为450mm、厚度为10mm。如图3的(B)所

示，研磨垫47的粘贴面47a通过双面粘接带粘贴于支承基台46的支承面46c，由此构成研磨

工具48。

[0033] 关于研磨垫47，将作为研磨磨粒的例如诱发与硅的固相反应的固相反应微粒81投

入至液态结合材料，对浸渗有该液态结合材料的无纺布进行干燥而形成研磨垫47(参照图4

的(A)和图4的(B))。作为研磨磨粒，莫氏硬度比硅高的去疵层形成微粒82也可以包含在研

磨垫47中。

[0034] 作为固相反应微粒81，可使用SiO2、CeO2、ZrO2等，固相反应微粒81的粒径例如优选

为2μm以上。另外，去疵层形成微粒的莫氏硬度优选为9以上，作为去疵层形成微粒82，可使

用金刚石、SiC、Al2O3、WC、TiN、TaC、ZrC、AlB、B4C等。去疵层形成微粒82的粒径例如优选为1μ

m以下。

[0035] 作为研磨垫47的材质，没有特别限制，除了无纺布以外，还可以使用例如发泡聚氨

酯、多孔质氟树脂。研磨垫47具有无数的孔(气孔)，从粘贴面47a连通至研磨面47c而形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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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连通孔(连通气孔)。从槽47b提供的研磨液通过连通孔而提供至研磨面47c(参照图4的

(A)和图4的(B))。通常研磨垫在中央形成有孔，通过该孔而将研磨液提供至研磨面，本实施

方式的研磨垫47具有连通孔，因此即使不在中心形成孔，从提供孔46a提供的研磨液也能够

通过连通孔而到达研磨面47c。

[0036] 另外，作为液态结合材料，例如可使用将聚氨酯利用溶剂溶解而成的液体，作为溶

剂，可使用二甲基甲酰胺、二甲亚砜、丙酮、乙酸乙酯等。在研磨垫47中可以包含两种以上的

固相反应微粒81。另外，也可以包含两种以上的去疵层形成微粒82。

[0037] 如图4的(A)所示，这样构成的研磨工具48装卸自如地安装于安装座44的下表面，

该安装座44安装于旋转主轴43的下端。安装座44中形成有从上表面贯通下表面的螺栓插入

孔(未图示)，插入至螺栓插入孔的螺栓71螺入形成于支承基台46的外螺纹孔46b(参照图3

的(A)和图3的(B))中，从而将研磨工具48安装于安装座44。此时，形成在旋转主轴43的中心

的流路43a与形成在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连通。

[0038] 旋转主轴43的流路43a经由阀65、66而分别与碱溶液提供源61、纯水提供源62连

接。碱溶液提供源61和纯水提供源62构成研磨液提供单元60。作为研磨液的碱溶液提供源

61的碱溶液或纯水提供源62的纯水通过流路43a和提供孔46a而提供至研磨垫47。此时，如

图4的(B)所示，研磨液首先通过形成于粘贴面47a的槽47b而从研磨垫47的中心侧遍布至外

侧，然后从槽47b通过连通孔而提供至研磨面47c。

[0039] 这样，在研磨垫47中在粘贴面47a侧形成作为研磨液的通路的多个槽47b，因此无

需在研磨面47c侧形成槽。由此，能够平坦地形成研磨面47c，因此不存在槽侧面93与研磨面

91之间的角形部94(参照图2)碰撞晶片W的情况，从而能够防止在晶片W的外周边缘产生缺

损。使用平坦的研磨面47c，通过固相反应微粒81能够良好地对晶片W进行研磨。

[0040] 另外，研磨液从研磨液提供单元60通过流路43a而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提供

至研磨垫47，通过粘贴面47a的多个槽47b而从研磨垫47的中心遍布至外侧。另外，研磨液通

过连通孔，从而从槽47b提供至研磨面47c。即，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提供的研磨液在

到达研磨面47c之前，沿着粘贴面47a的槽47b在研磨垫47的径向上扩展。由此，能够使研磨

液遍布于研磨垫47，并且能够防止晶片W的边缘碎裂，能够良好地对晶片W进行研磨。

[0041] 在碱溶液提供源61中收纳有碱溶液。碱溶液提供源61中的碱溶液优选pH为10以上

且12以下。作为pH为10以上且12以下的碱溶液，可使用TMAH(四甲基氢氧化铵)、哌嗪、氢氧

化钾、氢氧化钠等。另外，在纯水提供源62中收纳有纯水。纯水提供源62的纯水可以从工厂

内的配管提供。

[0042] 当在后述的应变层去除工序中将磨削应变层从晶片W去除时，将阀65打开而将碱

溶液从碱溶液提供源61提供至流路43a。提供至流路43a的碱溶液遍布于研磨垫47的槽47b，

进而通过连通孔而扩展至研磨面47c。由此，研磨垫47所包含的固相反应微粒81发挥作用而

能够对晶片W进行研磨。

[0043] 当在去疵层形成工序中在晶片W形成去疵层时，将阀66打开而将纯水从纯水提供

源62提供至流路43a。提供至流路43a的纯水遍布于槽47b，进而通过连通孔而扩展至研磨面

47c，从而研磨垫47所包含的去疵层形成微粒82发挥作用而能够在晶片W形成去疵层。

[0044] 接着，参照图5、图6的(A)和图6的(B)，对研磨垫47所实现的晶片W的加工方法进行

说明。研磨垫47所实现的晶片W的加工方法包含如下的工序：应变层去除工序，一边提供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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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一边利用研磨垫47对晶片W的背面W2进行研磨而将切削应变层去除；以及去疵层形成

工序，一边提供纯水一边利用研磨垫47在晶片W的背面W2上形成划伤。图5是示出本实施方

式的应变层去除工序的图，图6的(A)和图6的(B)是示出去疵层形成工序的图。

[0045] 如图5所示，首先实施应变层去除工序。将已磨削加工至规定的厚度的晶片W使粘

贴有保护带T的正面W1为下侧、背面W2为上侧而搬入至卡盘工作台21，晶片W隔着保护带T而

被卡盘工作台21保持。另外，通过移动单元24(参照图1)将卡盘工作台21移动至研磨单元41

的下方，按照卡盘工作台21的旋转轴与研磨垫47的旋转轴错开的方式进行定位。

[0046] 卡盘工作台21绕Z轴旋转，并且研磨垫47也绕Z轴与卡盘工作台21在相同的方向上

旋转。并且，通过加工进给单元31(参照图1)例如以300g/cm2的研磨压力将研磨垫47朝向晶

片W的背面W2进行加工进给，研磨垫47的研磨面47c与晶片W的整个背面W2旋转接触而对晶

片W进行研磨。

[0047] 此时，将阀66关闭、将阀65打开，从研磨液提供单元60的碱溶液提供源61向旋转主

轴43内的流路43a提供碱溶液。由此，经由形成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而对研磨垫47例

如以每分钟0.5升的比例提供碱溶液。碱溶液由于研磨垫47的旋转而受到离心力，通过形成

于研磨垫47的粘贴面47a的槽47b而向研磨垫47的外侧扩展，从槽47b通过连通孔而提供至

研磨面47c。碱溶液扩展至研磨面47c，对晶片W进行研磨。另外，研磨速率例如设定为0.72μ

m/分钟，研磨时间例如设定为2分钟。

[0048] 这样实施应变层去除工序，从而研磨垫47所包含的固相反应微粒81强烈发挥作

用，将晶片W的背面W2研磨规定的量，并且晶片W被碱溶液蚀刻，因此将在磨削加工中产生在

晶片W的背面W2上的磨削应变层去除。

[0049] 如图6的(A)和图6的(B)所示，在应变层去除工序之后，实施去疵层形成工序。如图

6的(A)所示，卡盘工作台21绕Z轴旋转，并且研磨垫47也绕Z轴与卡盘工作台21在相同的方

向上旋转。并且，通过加工进给单元31(参照图1)例如以50g/cm2的研磨压力将研磨垫47朝

向晶片W的背面W2进行加工进给，研磨垫47的研磨面47c与晶片W旋转接触而对晶片W进行研

磨。

[0050] 此时，将阀65关闭而停止对流路43a提供碱溶液，将阀66打开而切换至从纯水提供

源62提供纯水。由此，经由形成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而对研磨垫47例如以每分钟1.0

升的比例提供纯水。纯水从提供孔46a遍布于研磨垫47的粘贴面47a的槽47b，从槽47b通过

连通孔而扩展至研磨面47c。

[0051] 如图6的(B)所示，在一边对研磨垫47提供纯水一边使研磨垫47与晶片W旋转接触

的状态下，通过移动单元24(参照图1)在箭头N的方向上移动卡盘工作台21。即，一边使晶片

W的背面W2滑动，一边按照卡盘工作台21的旋转轴与研磨垫47的旋转轴在Y轴方向上远离的

方式进行移动。卡盘工作台21向箭头N所示的方向的移动例如以移动速度0.67mm/秒实施一

分钟，卡盘工作台21移动约40mm。由此，在晶片W的背面W2上带有略微的划伤。

[0052] 这样实施去疵层形成工序，从而研磨垫47所包含的去疵层形成微粒82强烈地发挥

作用，能够在晶片W的背面W2上形成去疵层。

[0053] 在研磨垫47的粘贴面47a上形成有作为碱溶液和纯水的通路的多个槽47b，因此能

够利用平坦的研磨面47c对晶片W进行研磨，不存在槽侧面93与研磨面91之间的角形部94

(参照图2)碰撞晶片W的情况。由此，能够防止在晶片W的外周边缘产生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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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另外，碱溶液和纯水从碱溶液提供源61或纯水提供源62通过流路43a而从支承基

台46的提供孔46a提供至研磨垫47，从而遍布至形成于粘贴面47a的多个槽47b。进而，研磨

液通过连通孔而从槽47b提供至研磨面47c。

[0055] 这样，在应变层去除工序中，能够使碱溶液遍布于研磨垫47，因此固相反应微粒81

发挥作用而能够良好地对晶片W进行研磨。另外，在去疵层形成工序中，能够使纯水遍布于

研磨垫47，因此去疵层形成微粒82发挥作用而能够在晶片W形成去疵层。由此，能够使碱溶

液和纯水遍布于研磨垫47，并且能够防止晶片W的边缘碎裂而良好地在晶片W形成去疵层。

[0056] 如上所述，在研磨垫47中，在粘贴于支承基台46的支承面46c的粘贴面47a上形成

有多个槽47b，在研磨面47c上未形成槽，因此能够利用平坦的研磨面47c对晶片W进行研磨。

不存在槽侧面93与研磨面91之间的角形部94(参照图2)碰撞晶片W的情况，因此能够防止在

晶片W的外周边缘产生缺损，同时能够利用研磨磨粒(固相反应微粒81、去疵层形成微粒82)

对晶片W进行研磨。另外，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提供的研磨液遍布至形成于研磨垫47

的粘贴面47a的多个槽47b，进而通过连通孔而从槽47b提供至研磨面47c。由此，能够使研磨

液遍布于研磨垫47，并且即使是较薄的晶片W，也能够防止边缘碎裂的产生而良好地对晶片

W进行研磨。

[0057]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采用在研磨垫47的粘贴面47a上形成有格子状的槽47b的结

构，但不限于该结构。槽47b只要形成为使从支承基台46的提供孔46a提供的研磨液在径向

上扩展即可，也可以倾斜交叉地形成，也可以从研磨垫47的中心朝向外周呈放射状形成。

[0058]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采用在研磨垫47中包含固相反应微粒81和去疵层形成

微粒82的结构，但也可以与固相反应微粒81一起包含碱微粒。对研磨垫47提供纯水，从而碱

微粒溶解而生成碱溶液，因此无需在研磨装置1设置用于提供碱溶液的碱溶液提供源61，能

够以简易的装置结构对晶片W进行加工。

[0059]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采用如下的结构：在去疵层形成工序中，通过移动单元

24使卡盘工作台21在Y轴方向上移动(参照图1和图6的(B))，在晶片W的背面W2上形成去疵

层，但不限于此。只要一边使晶片W的背面W2滑动一边按照卡盘工作台21的旋转轴与研磨垫

47的旋转轴远离的方式移动，则也可以采用研磨垫47相对于卡盘工作台21移动的结构。

[0060]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采用使用半导体器件晶片作为晶片W的结构，但也可以

使用半导体基板、无机材料基板、封装基板等各种晶片。作为半导体基板，可以使用硅、砷化

镓、氮化镓、碳化硅等各种基板。作为无机材料基板，可以使用蓝宝石、陶瓷、玻璃等各种基

板。半导体基板和无机材料基板可以形成器件，也可以不形成器件。作为封装基板，可以使

用CSP(Chip  Size  Package：芯片尺寸封装)、WLCSP(Wafer  Level  Chip  Size  Package：晶

片级芯片尺寸封装)、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SIP(System  In 

Package：系统级封装)、FOWLP(Fan  Out  Wafer  Level  Package：扇出晶片级封装)用的各种

基板。另外，作为晶片，可以使用形成器件后或形成器件前的钽酸锂、铌酸锂、以及生陶瓷、

压电元件。

[0061]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采用在晶片W的正面W1上粘贴保护带T的结构，但也可以

采用在晶片W的正面W1上粘接基质的结构。

[0062]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作为加工装置，例示对晶片进行研磨的研磨装置并进行了

说明，但不限于该结构。本发明能够应用于一边对加工器具提供加工液一边对晶片W进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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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其他加工装置。例如可以应用于研磨装置和组合有研磨装置的集群装置等。

[0063] 另外，对本发明的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作为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也可以

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或局部地组合。

[0064] 另外，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方式，也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技

术思想的主旨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变更、置换、变形。进而，如果因技术的进步或衍生出的其

他技术而利用其他方法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思想，则也可以使用该方法进行实施。因此，权利

要求书覆盖了能够包含在本发明的技术思想的范围内的所有实施方式。

[0065] 在本实施方式中，对将本发明应用于对晶片进行研磨加工的研磨装置的结构进行

了说明，但也可以应用于一边对加工器具提供加工液一边对晶片W进行加工的加工装置。

[0066] 如以上所说明的那样，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效果：能够使研磨液遍布于研磨垫，并且

即使是较薄的晶片，也能够防止边缘碎裂的产生而良好地对晶片进行研磨，特别是在对晶

片进行研磨加工的研磨装置中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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