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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

备，包括主机体，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一空腔，所

述第一空腔右侧的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二空腔，

所述第二空腔上侧的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三空

腔，所述第一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设有导滑槽，

所述导滑槽位于所述第三空腔左侧位置，所述主

机体左侧端面内设有与所述第一空腔相连通设

置的第一贯通槽，所述第一空腔与所述第二空腔

之间的部分内相连通设有第二贯通槽，所述主机

体右侧端面内设有与所述第二空腔相连通设置

的第三贯通槽，所述第三空腔与所述导滑槽之间

的部分内固设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

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上周向固设有第一

锥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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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包括主机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一空

腔，所述第一空腔右侧的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上侧的所述主机体内

设有第三空腔，所述第一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设有导滑槽，所述导滑槽位于所述第三空腔

左侧位置，所述主机体左侧端面内设有与所述第一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一贯通槽，所述第

一空腔与所述第二空腔之间的部分内相连通设有第二贯通槽，所述主机体右侧端面内设有

与所述第二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三贯通槽，所述第三空腔与所述导滑槽之间的部分内固设

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上周向固设有第一锥轮，所

述第一转动轴左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右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导滑槽内设有第一螺杆，

所述第一螺杆右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左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螺杆左侧端与所述导

滑槽左侧内壁转动配合，所述第一转动轴右侧端与所述第三空腔右侧内壁转动配合，所述

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一螺杆螺纹配合连接的导滑块，所述第一空腔内滑动配

合连接有顶部与所述导滑块底部固定配合连接的牵引装置，所述第二贯通槽内上下对称设

有导入驱动辊，所述第二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支撑架体，所述第二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

设有向上延伸设置的凹入槽，所述第三空腔与所述凹入槽之间的部分内转动配合连接有第

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顶部端固设有伸入所述第三空腔内的第二锥轮，所述第二锥轮与所

述第一锥轮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二转轴底部末端固设有向下延伸设置的第二螺杆，所述

第二螺杆底部延伸末端伸入所述第二空腔内，所述第二螺杆上螺纹配合连接有向下延伸设

置的内螺纹套筒，所述内螺纹套筒底部延伸末端与所述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接，

所述第二空腔靠近所述第三贯通槽一侧的内顶壁内设有沉接槽，所述沉接槽内滑动配合连

接有向下延伸设置的挡板，所述挡板底部延伸末端与所述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装置包

括滑接体，所述滑接体前侧端面内开设有凹接槽，所述凹接槽后侧内壁内设有导接槽，所述

导接槽中间位置处固设有凸块，所述凸块内固设有第二电机，所述凸块上下两侧的所述导

接槽内相对称设有第三螺杆，所述导接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三螺杆螺纹配合连接

的导接滑块，上下两侧的所述第三螺杆螺纹方向反向设置，所述凹接槽内上下对称设有主

架体，两组所述主架体与两组相对应的所述导接滑块固定配合连接，两组所述主架体相对

侧相对固设有弹性连接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凹入槽左右

两侧的所述第二空腔内顶壁上对称设有向下延伸设置的喷气管，所述喷气管相对的所述支

撑架体顶部端面内设有贯穿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其特征在于：远离所述凹入槽

一侧的所述第二空腔左右两侧内壁相对称设有超声波清洗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入驱动辊

外侧包覆有弹性耐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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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半导体材料生产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高科技时代进步，各式电子、电气产品盛行，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及笔记本

电脑等可携式电子装置广为社会大众应用，而半导体制造不论是在硅晶圆、集成电路制造

还是IC芯片构装等，生产制造过程均相当繁杂，并在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种类亦

相当多，而这些化学物质或溶剂的残留不仅会于生产制造过程中对空气造成污染，而且还

会对硅晶圆、集成电路或IC芯片的合格率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提高半导体制造的产品合格

率，在半导体的清洗过程中，  即必须确保半导体上面的化学物质已清洗干净，不能有任何

的化学物质残留，传统的清洗设备价格昂贵，占地面积大，不利于中小企业生产使用，且高

额维护成本会对半导体工厂获利产生巨大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

述缺陷。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包括主机体，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

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右侧的所述主机体内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上侧的所述主机

体内设有第三空腔，所述第一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设有导滑槽，所述导滑槽位于所述第三

空腔左侧位置，所述主机体左侧端面内设有与所述第一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一贯通槽，所

述第一空腔与所述第二空腔之间的部分内相连通设有第二贯通槽，所述主机体右侧端面内

设有与所述第二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三贯通槽，所述第三空腔与所述导滑槽之间的部分内

固设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上周向固设有第一锥

轮，所述第一转动轴左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右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导滑槽内设有第一

螺杆，所述第一螺杆右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左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螺杆左侧端与

所述导滑槽左侧内壁转动配合，所述第一转动轴右侧端与所述第三空腔右侧内壁转动配

合，所述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一螺杆螺纹配合连接的导滑块，所述第一空腔

内滑动配合连接有顶部与所述导滑块底部固定配合连接的牵引装置，所述第二贯通槽内上

下对称设有导入驱动辊，所述第二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支撑架体，所述第二空腔内顶壁

内相连通设有向上延伸设置的凹入槽，所述第三空腔与所述凹入槽之间的部分内转动配合

连接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顶部端固设有伸入所述第三空腔内的第二锥轮，所述第二

锥轮与所述第一锥轮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二转轴底部末端固设有向下延伸设置的第二螺

杆，所述第二螺杆底部延伸末端伸入所述第二空腔内，所述第二螺杆上螺纹配合连接有向

下延伸设置的内螺纹套筒，所述内螺纹套筒底部延伸末端与所述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配

合连接，所述第二空腔靠近所述第三贯通槽一侧的内顶壁内设有沉接槽，所述沉接槽内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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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合连接有向下延伸设置的挡板，所述挡板底部延伸末端与所述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

配合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牵引装置包括滑接体，所述滑接体前侧端面内开设有凹

接槽，所述凹接槽后侧内壁内设有导接槽，所述导接槽中间位置处固设有凸块，所述凸块内

固设有第二电机，所述凸块上下两侧的所述导接槽内相对称设有第三螺杆，所述导接槽内

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三螺杆螺纹配合连接的导接滑块，上下两侧的所述第三螺杆螺纹

方向反向设置，所述凹接槽内上下对称设有主架体，两组所述主架体与两组向对应的所述

导接滑块固定配合连接，两组所述主架体相对侧相对固设有弹性连接垫。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凹入槽左右两侧的所述第二空腔内顶壁上对称设有向下

延伸设置的喷气管，所述喷气管相对的所述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内设有贯穿口。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远离所述凹入槽一侧的所述第二空腔左右两侧内壁相对称设

有超声波清洗头。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导入驱动辊外侧包覆有弹性耐磨垫。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主机体内设第一空腔，第

一空腔右侧的主机体内设第二空腔，第二空腔上侧的主机体内设第三空腔，第一空腔内顶

壁内相连通设导滑槽，导滑槽位于第三空腔左侧位置，主机体左侧端面内设与第一空腔相

连通设置的第一贯通槽，第一空腔与第二空腔之间的部分内相连通设第二贯通槽，主机体

右侧端面内设与第二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三贯通槽，第三空腔与导滑槽之间的部分内固设

第一电机，第三空腔内设第一转动轴，第一转动轴上周向固设第一锥轮，第一转动轴左侧端

与第一电机右侧端动力配合连接，导滑槽内设第一螺杆，第一螺杆右侧端与第一电机左侧

端动力配合连接，第一螺杆左侧端与导滑槽左侧内壁转动配合，第一转动轴右侧端与第三

空腔右侧内壁转动配合，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与第一螺杆螺纹配合连接的导滑块，第一

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顶部与导滑块底部固定配合连接的牵引装置，第二贯通槽内上下对称

设导入驱动辊，第二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支撑架体，第二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设向上延伸

设置的凹入槽，第三空腔与凹入槽之间的部分内转动配合连接第二转轴，第二转轴顶部端

固设伸入第三空腔内的第二锥轮，第二锥轮与第一锥轮动力配合连接，第二转轴底部末端

固设向下延伸设置的第二螺杆，第二螺杆底部延伸末端伸入第二空腔内，第二螺杆上螺纹

配合连接向下延伸设置的内螺纹套筒，内螺纹套筒底部延伸末端与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

配合连接，第二空腔靠近第三贯通槽一侧的内顶壁内设沉接槽，沉接槽内滑动配合连接向

下延伸设置的挡板，挡板底部延伸末端与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接，从而实现自动

控制夹持工件以及快速传输工作，同时，实现支撑架体的升降清洗以及自动烘干工作，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且制造成本以及维护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中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发明中牵引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图1-2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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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参照图1-2，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设备，包括主机体6，

所述主机体6内设有第一空腔61，所述第一空腔61右侧的所述主机体6内设有第二空腔62，

所述第二空腔62上侧的所述主机体6内设有第三空腔64，所述第一空腔61内顶壁内相连通

设有导滑槽63，所述导滑槽63位于所述第三空腔64左侧位置，所述主机体6左侧端面内设有

与所述第一空腔61相连通设置的第一贯通槽65，所述第一空腔61与所述第二空腔62之间的

部分内相连通设有第二贯通槽69，所述主机体6右侧端面内设有与所述第二空腔62相连通

设置的第三贯通槽68，所述第三空腔64与所述导滑槽63之间的部分内固设有第一电机633，

所述第三空腔64内设有第一转动轴641，所述第一转动轴641上周向固设有第一锥轮642，所

述第一转动轴641左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633右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导滑槽63内设有第

一螺杆631，所述第一螺杆631右侧端与所述第一电机633左侧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螺

杆631左侧端与所述导滑槽63左侧内壁转动配合，所述第一转动轴641右侧端与所述第三空

腔64右侧内壁转动配合，所述导滑槽63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一螺杆631螺纹配合连

接的导滑块632，所述第一空腔61内滑动配合连接有顶部与所述导滑块632底部固定配合连

接的牵引装置7，所述第二贯通槽69内上下对称设有导入驱动辊691，所述第二空腔62内滑

动配合连接有支撑架体622，所述第二空腔62内顶壁内相连通设有向上延伸设置的凹入槽

66，所述第三空腔64与所述凹入槽66之间的部分内转动配合连接有第二转轴661，所述第二

转轴661顶部端固设有伸入所述第三空腔64内的第二锥轮643，所述第二锥轮643与所述第

一锥轮642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二转轴661底部末端固设有向下延伸设置的第二螺杆662，

所述第二螺杆662底部延伸末端伸入所述第二空腔62内，所述第二螺杆662上螺纹配合连接

有向下延伸设置的内螺纹套筒663，所述内螺纹套筒663底部延伸末端与所述支撑架体622

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接，所述第二空腔62靠近所述第三贯通槽68一侧的内顶壁内设有沉接

槽67，所述沉接槽67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向下延伸设置的挡板671，所述挡板671底部延伸末

端与所述支撑架体622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接。

[0014]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牵引装置7包括滑接体71，所述滑接体71前侧端面内开设

有凹接槽711，所述凹接槽711后侧内壁内设有导接槽72，所述导接槽72中间位置处固设有

凸块73，所述凸块73内固设有第二电机731，所述凸块73上下两侧的所述导接槽72内相对称

设有第三螺杆721，所述导接槽72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与所述第三螺杆721螺纹配合连接的导

接滑块722，上下两侧的所述第三螺杆721螺纹方向反向设置，所述凹接槽711内上下对称设

有主架体723，两组所述主架体723与两组向对应的所述导接滑块722固定配合连接，两组所

述主架体723相对侧相对固设有弹性连接垫724，从而实现自动控制夹持需要加工的工件，

同时，实现自动控制需要加工的工作传输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5]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凹入槽66左右两侧的所述第二空腔62内顶壁上对称设有

向下延伸设置的喷气管621，所述喷气管621相对的所述支撑架体622顶部端面内设有贯穿

口6221，从而方便快速进行清洗后的吹干工作。

[0016]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远离所述凹入槽66一侧的所述第二空腔62左右两侧内壁相对

称设有超声波清洗头623，从而加快清洗速度以及清洗质量。

[0017]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导入驱动辊691外侧包覆有弹性耐磨垫。

[0018] 初始状态时，导滑块632位于导滑槽63内的最左侧位置，同时，使导滑块632带动牵

引装置7位于第一空腔61内的最左侧位置，此时，支撑架体622位于第二空腔62内的最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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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同时，使内螺纹套筒663顶部段与第二螺杆662底部段螺纹配合连接，此时，使挡板671

与第三贯通槽68处于完全密闭连接状态。

[0019] 当需要清洗需要清洗的工件时，首先在第二空腔62内注入清洗液体，然后，通过使

工件经第一贯通槽65伸入凹接槽711内，此时，控制第二电机731控制第三螺杆721转动，进

而实现由第三螺杆721带动上下两侧的导接滑块722相对滑动，从而实现，由导接滑块722带

动上下两侧的主架体723相对滑动，直至两组主架体723相对侧的弹性连接垫724分别与工

件的上下端面相抵接，从而实现工件的稳固夹持工作，然后，通过第一电机633转动，由第一

电机633带动第一螺杆631以及第一转动轴641转动，此时，由第一螺杆631带动导滑块632朝

导滑槽63内的右侧方向滑动，同时，由导滑块632带动牵引装置7朝第一空腔61内的右侧方

向滑动，此时，由第一转动轴641上的第一锥轮642带动第二锥轮643以及第二转轴661转动，

同时，由第二转轴661带动第二螺杆662，进而由第二螺杆662带动内螺纹套筒663以及内螺

纹套筒663底部的支撑架体622朝第二空腔62内的顶部方向滑动，直至牵引装置7移动至第

一空腔61内的最右侧位置时，此时，由第二螺杆662带动内螺纹套筒663最大程度伸入凹入

槽66内，同时，由内螺纹套筒663带动支撑架体622滑动至第二空腔62内的最顶部位置，此

时，由挡板671最大程度伸入沉接槽67内，同时，使喷气管621经贯穿口6221最大程度伸入支

撑架体622，此时，使支撑架体622位于第二贯通槽69与第三贯通槽68之间的第二空腔62内，

同时，由牵引装置7带动夹持的工件位于两组导入驱动辊691之间，此时，通过控制两组导入

驱动辊691相对转动，进而由导入驱动辊691带动工件移动至支撑架体622内，然后，通过第

一电机633控制第一螺杆631反向转动，同时，由第一电机633带动第一转动轴641转动，直至

牵引装置7移动初始位置，同时由第二螺杆662控制带动支撑架体622移动至第二空腔62内

的最底部位置，然后通过控制超声波清洗头623进行高效清洗工作，当清洗完成后，支撑架

体622移动至第二空腔62内的最顶部位置，此时，使使喷气管621经贯穿口6221最大程度伸

入支撑架体622，然后通过喷气管621进行烘干喷气工作，加速工件的沥干工作，最后通过第

三贯通槽68取出清洗完成的工件。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主机体内设第一空腔，第

一空腔右侧的主机体内设第二空腔，第二空腔上侧的主机体内设第三空腔，第一空腔内顶

壁内相连通设导滑槽，导滑槽位于第三空腔左侧位置，主机体左侧端面内设与第一空腔相

连通设置的第一贯通槽，第一空腔与第二空腔之间的部分内相连通设第二贯通槽，主机体

右侧端面内设与第二空腔相连通设置的第三贯通槽，第三空腔与导滑槽之间的部分内固设

第一电机，第三空腔内设第一转动轴，第一转动轴上周向固设第一锥轮，第一转动轴左侧端

与第一电机右侧端动力配合连接，导滑槽内设第一螺杆，第一螺杆右侧端与第一电机左侧

端动力配合连接，第一螺杆左侧端与导滑槽左侧内壁转动配合，第一转动轴右侧端与第三

空腔右侧内壁转动配合，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与第一螺杆螺纹配合连接的导滑块，第一

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顶部与导滑块底部固定配合连接的牵引装置，第二贯通槽内上下对称

设导入驱动辊，第二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支撑架体，第二空腔内顶壁内相连通设向上延伸

设置的凹入槽，第三空腔与凹入槽之间的部分内转动配合连接第二转轴，第二转轴顶部端

固设伸入第三空腔内的第二锥轮，第二锥轮与第一锥轮动力配合连接，第二转轴底部末端

固设向下延伸设置的第二螺杆，第二螺杆底部延伸末端伸入第二空腔内，第二螺杆上螺纹

配合连接向下延伸设置的内螺纹套筒，内螺纹套筒底部延伸末端与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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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连接，第二空腔靠近第三贯通槽一侧的内顶壁内设沉接槽，沉接槽内滑动配合连接向

下延伸设置的挡板，挡板底部延伸末端与支撑架体顶部端面固定配合连接，从而实现自动

控制夹持工件以及快速传输工作，同时，实现支撑架体的升降清洗以及自动烘干工作，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且制造成本以及维护成本低。

[0021]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明确，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总体精神以及构思的情形下，可

以做出对于以上实施例的各种变型。其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方案

以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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