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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提供一種即便不使用冷卻單元也可抑制電子零件的溫度上升並進行微米級的成膜的成膜 

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及電子零件的製造方法。包括：腔室，其為供濺射氣體導入的容器；搬 

送部，設置在腔室內，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以及成膜處理部，具有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 

堆積於由搬送部循環搬送的工件來進行成膜的濺射源，並且具有對利用濺射源使工件成膜的成膜部 

位加以劃分的劃分部。劃分部是為了對各成膜處理部加以劃分而配置，以使得圓周的軌跡中，在成 

膜中的成膜部位以外的區域經過的軌跡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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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成膜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及電子零件的 

製造方法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涉及一種成膜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及電子 

零件的製造方法。

【先前技術】

[0002]以移動電話為代表的無線通信設備中，搭載有許多作為 

電子零件的半導體裝置。為了防止對通信特性的影響，半導體裝 

置謀求抑制電磁波向外部的洩露等電磁波對內外的影響。因此， 

一直使用具有對電磁波的屏蔽功能的半導體裝置。

[0003] 一般而言，半導體基板是通過在作為用於對安裝基板進 

行中轉的基板的中介層（interposer）基板上搭載半導體晶片，並 

利用樹脂將所述半導體晶片密封而形成。開發有一種通過在所述 

密封樹脂的上表面及側面設置導電性的屏蔽膜而賦予屏蔽功能的 

半導體裝置（參照專利文獻1）。將所述屏蔽膜稱為電磁波屏蔽膜。

[0004]作為電磁波屏蔽膜，例如可使用銅（Cu）、鎳（Ni）、鉄

（Ti）、金（Au）、銀（Ag）、鈕（Pd）、鈕（Pt）、鐵（Fe）、鉛（Cr）、 

不銹鋼（SUS）、銘（Co）、£告（Zr）、錠（Nb）等金屬材料。並且， 

電磁波屏蔽膜有時會被製成使用所述金屬材料的任意多種材料的 

層疊膜。例如，已知有在形成有SUS膜的基礎上形成Cu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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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上形成SUS膜的層疊結構的電磁波屏蔽膜。

【0005】關於電磁波屏蔽膜，為了獲得充分的屏蔽效果，需要降 

低電阻率。因此，對電磁波屏蔽膜要求某種程度的厚度。關於半 

導體裝置，一般而言，若為1卩m〜10 μηι左右的膜厚，則可獲得 

良好的屏蔽特性。就所述SUS、Cu、SUS的層疊結構的電磁波屏 

蔽膜而言，已知若為1卩m〜5卩m左右的膜厚，則可獲得良好的屏 

蔽效果。

［現有技術文獻］

［專利文獻］

【0006】［專利文獻1］國際公開第2013/035819號公報

【發明内容】

【。007】［發明所欲解決的課題］

作為電磁波屏蔽膜的形成方法，已知有鍍敷法。但是，鍍敷 

法需要前處理步驟、鍍敷處理步驟、及水洗之類的後處理步驟等 

濕式步驟，因此不可避免半導體裝置的製造成本的上升 。

［0008］因此，作為乾式步驟的濺射法受到矚目。作為利用濺射 

法的成膜裝置，提出有使用電漿進行成膜的電漿處理裝置。電漿 

處理裝置將惰性氣體導入配置有靶材的真空容器，施加直流電 

壓。使經電漿化的惰性氣體的離子與成膜材料的靶材碰撞，並使 

自靶材趕出的材料堆積於工件來進行成膜。

［0009］ 一般的電漿處理裝置被用於能夠在幾十秒至幾分鐘的處 

理時間內形成的厚度為10 nm〜數100 nm的膜的形成中。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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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作為電磁波屏蔽膜，需要形成微米級厚度的膜。由於 

濺射法是使成膜材料的粒子堆積於成膜對象物上來形成膜的技 

術，因此所形成的膜越厚，膜的形成所需的時間越長。

［0010］因此，為了形成電磁波屏蔽膜，需要比一般的濺射法更 

長的幾十分鐘至一小時左右的處理時間。例如，就SUS、Cu、SUS 

的層疊結構的電磁波屏蔽膜而言，為了獲得5卩m的膜厚，有時需 

要一小時多的處理時間。

［ooh］如此，使用電漿的濺射法中，在所述處理時間內，半導 

體封裝體會一直暴露於電漿的熱中。結果，至獲得厚度5 μηι的膜 

為止，有時會將半導體封裝體加熱至200°C上下。

【0012】另一方面，關於半導體封裝體的耐熱溫度，若為幾秒〜 

幾十秒左右的暫時加熱，則為200°C左右，但在加熱超過幾分鐘的 

情況下，一般為150°C左右。因此，難以使用一般的利用電漿的濺 

射法來形成微米級的電磁波屏蔽膜。

［0013］為了應對所述情況，考慮在電漿處理裝置上設置用來抑 

制半導體封裝體的溫度上升的冷卻單元。然而，在離子體處理裝 

置上設置冷卻單元會產生使裝置構成複雜化並且大型化，而且增 

加維護冷卻機構的工時的問題。

［0014］為了解決如上所述的課題，本發明的目的在於實現即便 

不使用冷卻單元也可抑制電子零件的溫度上升並進行微米級的成 

膜。

【0015】［解決課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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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所述目的，本發明的成膜裝置的特徵在於包括：腔 

室，其為供濺射氣體導入的容器；搬送部，設置在所述腔室內， 

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以及多個成膜處理部，具有通過濺 

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由所述搬送部循環搬送的所述工件來進行 

成膜的濺射源，並且具有對利用所述濺射源使所述工件成膜的成 

膜部位加以劃分的劃分部，所述劃分部是為了對各成膜處理部加 

以劃分而配置，以使得所述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 

以外的區域經過的軌跡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 。

[0016]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可通過使成膜材料選擇性堆積，而 

形成包含多個成膜材料的層的膜。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具有對應 

於不同種類的成膜材料的濺射源，通過使成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 

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種成膜材料的層的膜。

【0017】若將所述工件以圓周的軌跡，在濺射成膜中的所述成膜 

部位經過的時間設為T1、將在未成膜的區域經過的時間設為T2， 

貝。可為 0.6 : 10冬 T1 ： Τ2< 1 ： 1。

【0。18】所述圓周的軌跡中，在濺射成膜中的所述成膜部位經過 

的軌跡可對應於圓心角為20。〜150。的一部分圓的區域。

[0019]形成最厚層的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部位可比形成其他層 

的成膜材料的成膜部位更大。所述形成最厚層的成膜材料可為用 

作電磁波屏蔽的材料。

【0020】本發明的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在供濺射氣體導入的腔室 

內，利用搬送部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所述工件，利用沿所述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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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軌跡配置的多個成膜處理部，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 

所述工件來形成成膜材料的膜，所述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的特徵 

在於：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中，在任一種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 

理部進行成膜的期間，其他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理部不進行成 

膜，以使得所述圓周的軌跡上，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以外的部分 

所占的比例比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所占的比例更大 。

【0021】本發明的電子零件的製造方法在供濺射氣體導入的腔室 

內，利用搬送部以圓周狀的軌跡循環搬送電子零件，利用沿所述 

圓周的軌跡配置的多個成膜處理部，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 

於所述循環搬送的所述電子零件來形成成膜材料的膜，所述電子 

零件的製造方法的特徵在於：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中，在用作電 

磁波屏蔽的材料所對應的所述成膜處理部進行成膜的期間，其他 

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理部不進行成膜，以使得所述圓周的軌跡 

上，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以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比成膜中的成膜 

處理部所占的比例更大。

【0022】［發明的效果］

本發明可提供一種即便不使用冷卻單元也可抑制電子零件的 

溫度上升並進行微米級的成膜的成膜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 

及電子零件的製造方法。

【圖式簡單說明】

【0023】

圖1是實施形態的成膜裝置的透視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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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是表示作為成膜對象的電子零件的示意剖面圖。

圖3是實施形態的成膜裝置的透視平面圖。

圖4是圖3的A-A示意縱剖面圖。

圖5是表示實施形態的控制裝置的方塊圖。

圖6是表示成膜區域的大小的平面圖。

圖7是表示利用靜止型的濺射裝置的工件的溫度變化的圖 

表。

圖8是表示實施例1的工件的溫度變化的圖表。

圖9是表示實施例2的工件的溫度變化的圖表。

圖10是表示實施例3的工件的溫度變化的圖表。

【實施方式】

【0024】參照附圖對本發明的實施形態（以下稱為本實施形態） 

進行具體說明。本實施形態是通過濺射進行成膜的成膜裝置。

【0025】［概要］

如圖1所示，成膜裝置10。是如下裝置：若旋轉台31旋轉， 

則保持部33所保持的工件W以圓周的軌跡移動，當經過與濺射 

源4對向的位置時，自靶材41 （參照圖4）濺射的粒子附著，從 

而進行成膜。

【0026】本實施形態的工件W例如是如圖2所示的半導體封裝 

體。半導體封裝體是在作為用於對安裝基板進行中轉的基板的中 

介層基板B上搭載半導體晶片IC，並利用樹脂R進行密封的電子 

零件。T是用於與安裝基板的印刷配線連接的電極。成膜裝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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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樹脂R的上表面及側面形成膜F。所述膜F為導電性的電磁波 

屏蔽膜。此外，圖2的例子中，在中介層基板B的側面也形成膜 

F。

【0027】［構成］

如圖1、圖3、圖4及圖5所示，成膜裝置100包括：腔室

200、搬送部30。、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D、負載鎖 

部600、控制裝置700。

【0028】［腔室］

如圖4所示，腔室200是供濺射氣體G導入的容器。濺射氣 

體G是用來實施濺射的氣體，所述濺射是利用通過施加電力而產 

生的電漿，使所產生的離子等與工件W碰撞。例如，可將氯氣等 

惰性氣體用作濺射氣體G。

【0029】 腔室200的內部空間形成有真空室21。所述真空室21 

是具有氣密性、可通過減壓而成為真空的空間。例如，如圖1及 

圖4所示，真空室21是圓柱形狀的密閉空間。

［0030］腔室200具有排氣口 22、導入口 24。排氣口 22是用來 

確保真空室21與外部之間的氣體流通而進行排氣E的開口。所述 

排氣口 22例如形成於腔室200的底部。排氣口 22處連接有排氣 

部23。排氣部23具有配管及未圖示的泵、閥等。通過所述排氣部 

23的排氣處理，而將真空室21內減壓。

［0031］進而，腔室200具有導入口 24。導入口 24是用來將濺射 

氣體G導入至真空室21的靶材41附近的開口。所述導入口 2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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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有氣體供給部25。對各靶材41各設置有一個氣體供給部25。 

另外，除了配管以外，氣體供給部25還具有未圖示的濺射氣體G 

的氣體供給源、泵、閥等。通過所述氣體供給部25而將濺射氣體 

G自導入口 24導入至真空室21內。

【0032】［搬送部］

搬送部300設置於腔室200內，是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 

件W的裝置。將如上所述的通過搬送部300而工件W進行移動的 

軌跡稱為搬送路徑P。循環搬送是指使工件W以圓周的軌跡環繞 

移動。所述搬送部300具有旋轉台31、馬達32、保持部33。

【0033】旋轉台31是圓形的板。馬達32是提供驅動力並使旋轉 

台31以圓的中心為軸進行旋轉的驅動源。保持部33是保持由搬 

送部300所搬送的工件W的構成部。工件W可簡單地保持在保持 

部33，也可經由載置有多個工件W的托盤而保持在保持部33。 

通過所述保持部33而將工件W定位在旋轉台31上。

【0034】多個保持部33以等間隔配設。例如，各保持部33以與 

旋轉台31的圓周方向的圓的切線平行的朝向來配置，且在圓周方 

向上等間隔地設置。更具體而言，保持部33是保持工件W或托 

盤的槽、孔、凸起、夾具、固定器等。還可通過靜電吸盤、機械 

式吸盤(mechanical chuck )、粘著吸盤，或者通過這些與槽 ' 孔、 

凸起、夾具、固定器、托盤等的組合來構成保持部33。此外，本 

實施形態中，設置有6個保持部33，因此，在旋轉台31上以60° 

的間隔來保持6個工件W或托盤。其中，保持部33可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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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為多個。

【0035】［成膜處理部］

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D是對由搬送部300所搬 

送的工件W進行成膜的處理部。以下，在不對多個成膜處理部 

400A〜成膜處理部400D加以區別的情況下，以成膜處理部400 

進行說明。如圖4所示，成膜處理部400具有濺射源4、劃分部5、 

電源部6。

［0036］（濺射源）

濺射源4是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工件W來進行成膜 

的成膜材料的濺射源。濺射源4具有靶材41、背板（backing plate ） 

42、電極43。靶材41由堆積於工件W來形成膜的成膜材料形成， 

與搬送路徑P隔開而設置於對向的位置。靶材41的底面側與通過 

搬送部300進行移動的工件W隔開且對向。成膜材料例如可使用 

Cu > SUS等。其中，若為通過濺射進行成膜的材料，如下文所述， 

能夠應用各種材料。所述靶材41例如為圓柱形狀。其中也可為橢 

圓柱形狀、角柱形狀等其他形狀。

【0037】背板42是保持靶材41的構件。電極43是用來自腔室200 

的外部對靶材41施加電力的導電性構件。此外，濺射源4中視需 

要而適當具備磁鐵、冷卻機構等。

【0038】如圖1所示，在腔室200的上蓋，在圓周方向上設置有 

多個此種濺射源4。此外，圖1的例子中，設置有4個濺射源4。

【0039】（劃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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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部5是對利用濺射源4使工件W成膜的成膜部位Ml〜 

成膜部位M4加以劃分構件。以下，在不對多個成膜部位Ml〜成 

膜部位M4加以區別的情況下，以成膜部位Μ進行說明。如圖1 

所示，劃分部5具有自搬送路徑Ρ的圓周的中心、即搬送部300 

的旋轉台31的旋轉中心，呈放射狀配設的方形的壁板5a、壁板 

5b。壁板5a、壁板5b例如在夾隔靶材41的位置設置於真空室21 

的頂板。劃分部5的下端空出工件W經過的空隙，與旋轉台對向。 

由於存在所述劃分部5，而可抑制濺射氣體G及成膜材料擴散至 

真空室21。

【0040】成膜部位Μ是由包含濺射源4的靶材41在內的劃分部5 

所劃分的空間。更具體而言，如圖3所示，自平面方向來看，成 

膜部位Μ是由劃分部5的壁板5a、壁板5b與腔室200的外周壁 

的內表面26、內周壁的外表面27所包圍的扇形空間。成膜部位Μ 

的水平方向的範圍是由一對壁板5a、5b所劃分的區域。

[0041]成膜材料以膜的形式堆積於經過成膜部位Μ中的與靶材 

41對向的位置的工件W。所述成膜部位Μ是進行大部分成膜的區 

域，但即便是超出成膜部位Μ的區域，也會有來自成膜部位Μ的 

成膜材料的洩露，因此並非完全沒有膜的堆積。

【0042】另外，通過濺射而成為最高溫的是靶材41的正下方。因 

此，成膜部位Μ內的溫度分佈存在偏差，但各成膜部位Μ可被視 

為與成膜部位Μ以外的區域相比，具有有助於工件W的溫度上升 

的一致性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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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電源部）

電源部6是對靶材41施加電力的構成部。通過利用所述電源 

部6對靶材41施加電力，而使濺射氣體G電漿化，可使成膜材料 

堆積於工件W。本實施形態中，電源部6例如為施加高電壓的直 

流（direct current，DC）電源。此外，在為進行高頻濺射的裝置 

的情況下 , 還可設為射頻（radio frequency，RF ）電源。旋轉台 

31與接地的腔室200電位相同，通過對靶材41側施加高電壓而產 

生電位差。由此，使可動的旋轉台31為負電位，因而避免了與電 

源部6連接的困難性。

【0044】多個成膜處理部400通過使成膜材料選擇性堆積，而形 

成包含多個成膜材料的層的膜。特別是本實施形態中，具有對應 

於不同種類的成膜材料的濺射源4,通過使成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 

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種成膜材料的層的膜。所謂具有對應於 

不同種類的成膜材料的濺射源4,包括所有的成膜處理部400的成 

膜材料不同的情況，還包括多個成膜處理部400為共同的成膜材 

料而其他與此不同的情況。所謂使成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擇性堆 

積，是指在任一種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400進行成膜的期間， 

其他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400不進行成膜。另外，所謂成膜中 

的成膜處理部400或成膜部位，是指對成膜處理部400的靶材41 

施加電力，而呈工件W可進行成膜的狀態的成膜處理部400或成 

膜部位。

【0045】本實施形態中，在搬送路徑P的搬送方向上，配設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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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D。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 

M4對應於4個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D。這些成膜處 

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D中，3個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 

理部400C的成膜材料為Cu。即，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 

400C的濺射源4具備包含Cu的濺射源41 ο另一個成膜處理部 

400D的成膜材料為SUS。即，成膜處理部400D的濺射源4具備 

包含SUS的濺射源41。本實施形態中，在成膜處理部400Α〜成 

膜處理部400C進行Cu的成膜處理的期間，成膜處理部400D不 

進行SUS的成膜處理。另外，在成膜處理部400D進行SUS的成 

膜處理的期間，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不進行Cu 

的成膜處理。

【0046】另外，以搬送路徑P的圓周的軌跡中，在未成膜的區域 

經過的軌跡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Μ經過的軌跡更長的方式來設 

定對各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M4加以劃分的劃分部5的間隔。 

此外，實施形態中，雖使用「長」、「大」等表達，但搬送路徑P 

是圓周的軌跡，因此，所謂「長」、「大」是指在有限的區域中所 

占的比例大。

【。。47】更具體而言，若將工件W在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400的 

成膜部位Μ經過的時間設為T1、將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Μ以外 

的區域經過的時間設為Τ2，則以0.6 : 10WT1 ： Τ2< 1 ： 1的方式 

來設定成膜部位Μ的大小。例如，在成膜處理部400Α〜成膜處理 

部400C進行Cu膜的成膜處理的期間，若將在成膜部位Ml〜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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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部位M3經過的合計時間設為T1、將在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 

M3以外的區域經過的合計時間設為T2，則為0.6 : ΙΟ^ΤΙ : T2

< 1 ： 1 °

【0048】另外，成膜中的成膜部位Μ對應於圓心角為20。〜150。

的一部分圓的區域。即，任一種成膜材料的成膜部位Μ對應於圓 

心角為20。〜150。的一部分圓的區域。例如，如圖6所示，將成膜 

處理部400Α〜成膜處理部400C的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M3中 

的搬送路徑P的圓心角分別設為I、II、III。如此，圓心角I、圓 

心角II、圓心角ΙΠ的合計為20。以上且150。以下。此外，各成膜 

部位Ml〜成膜部位M4中的各搬送路徑P的圓心角1'圓心角II、 

圓心角III、圓心角IV分別為20。以上。

【0049】（負載鎖部）

負載鎖部600是在維持真空室21的真空的狀態下，通過未圖 

示的搬送單元，自外部將未處理的工件W或載置有工件W的托盤 

搬入真空室21，並將處理完的工件W或托盤搬出至真空室21的 

外部的裝置。所述負載鎖部600可應用周知的結構，因而省略說 

明。

[0050][控制裝置]

控制裝置700是對成膜裝置100的各部加以控制的裝置。所 

述控制裝置700例如可由專用的電路或者以規定的程序進行動作 

的計算機等來構成。即，關於與濺射氣體G及反應氣體G2對真 

空室21的導入及排氣相關的控制、濺射源4的電源的控制、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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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31的旋轉的控制等，其控制內容已程序化，且由可編程邏輯控 

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5 PLC )或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等處理裝置來執行，能夠對應於多種多樣 

的成膜樣式。

[0051]作為具體控制內容，可列舉：初始排氣壓力、濺射源4 

的選擇、對靶材41的施加電力、濺射氣體G的流量、種類、導入 

時間及排氣時間、成膜時間等。

【0052】參照假想的功能方塊圖即圖5,對用來以所述方式執行各 

部的動作的控制裝置700的構成進行說明。即，控制裝置700包 

括：機構控制部70、電源控制部71、存儲部72、設定部73、輸 

入輸出控制部74。

【0053】機構控制部70是控制排氣部23、氣體供給部25、搬送 

部300的馬達32、負載鎖部600等的驅動源、閥、開關、電源等 

的處理部。電源控制部71是控制電源部6的處理部。

【。054】控制裝置700以在任一種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進行成 

膜的期間，其他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不進行成膜的方式選擇性 

控制成膜處理部400。即，電源控制部71在對成膜處理部400A 

〜成膜處理部400C的靶材41施加電壓來進行成膜的期間，不進 

行對成膜處理部400D的靶材41的電壓的施加。另外，電源控制 

部71在對成膜處理部400D的靶材41施加電壓進行成膜的期間， 

不進行對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的靶材41的電壓的 

施加。

第14頁，共36頁(發明說明書)

70239pif



201809330

［0055］存儲部72是存儲本實施形態的控制中所需要的信息的構 

成部。設定部73是將自外部輸入的信息設定於存儲部72的處理 

部。輸入輸出控制部74是控制與作為控制對象的各部之間的信號 

的轉換或輸入輸出的接口 （ interface ）。

［0056］進而，控制裝置700處連接有輸入裝置75、輸出裝置76。 

輸入裝置75是用來使操作員經由控制裝置700來操作成膜裝置 

100的開關、觸摸屏、鍵盤、鼠標等輸入單元。例如，可通過輸入 

單元來輸入進行成膜的濺射源4的選擇。

【。。57】輸出裝置76是使用來確認成膜裝置100的狀態的信息呈 

操作員能夠視認的狀態的顯示器、燈、儀錶（meter）等輸出單元。 

例如，可將正在進行成膜的濺射源4所對應的成膜部位Μ與其他 

成膜部位Μ加以區別地顯示於輸出裝置76。

【0058】［動作］

以下，參照圖3、圖4及圖6對如上所述的本實施形態的動

作進行說明。此外，以下的動作是通過成膜處理部400Α〜成膜處 

理部400D，在工件W的表面形成包含密接層、電磁波屏蔽層、保 

護層這三層的電磁波屏蔽膜的例子。直接形成於工件W的密接層 

為SUS層，是提高與成型樹脂、Cu的密接度的基底。形成於密接 

層上的電磁波屏蔽層為Cu層，是具有電磁波屏蔽功能的層。形成 

於電磁波屏蔽層上的保護層為SUS層，防止Cu鋪等。

【0059】首先，如圖3及圖4所示，利用負載鎖部600的搬送單 

元，將應進行成膜處理的工件W依次搬入腔室200內。旋轉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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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空的保持部33依次移動至自負載鎖部600搬入的搬入部位。保 

持部33對由搬送單元搬入的工件W或載置有工件W的托盤的分 

別單獨地加以保持。對於一個保持部33，可供給一個工件W，也 

可供給多個載置於托盤的工件W。如此，作為成膜對象的工件W 

被全部載置於旋轉台31上。

[0060]排氣部23通過對真空室21進行排氣來減壓，使其一直 

為真空。成膜處理部400D的氣體供給部25將濺射氣體G供給至 

靶材41的周圍。旋轉台31旋轉並達到規定的旋轉速度。由此， 

保持於保持部33的工件W以畫圓的軌跡在搬送路徑P上移動， 

並經過與濺射源4對向的位置。

[0061]其次，僅在成膜處理部400D，電源部6對靶材41施加 

電壓。由此，濺射氣體G電漿化。在濺射源4，通過電漿而產生 

的離子與靶材41發生碰撞而射出成膜材料的粒子。因此，成膜材 

料的粒子堆積於經過成膜處理部400D的成膜部位M4的工件W 

的表面而生成膜。此處，形成SUS的密接層。此時，雖然工件W 

經過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的成膜部位Ml〜成膜部 

位M3，但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未對靶材41施加 

電力，故不進行成膜處理，工件W未被加熱。另外，在成膜部位 

Ml〜成膜部位M4以外的區域，工件W也未被加熱。如此，在未 

被加熱的區域，工件W放出熱。

【。。62】在成膜處理部400D的成膜時間經過後，將成膜處理部 

400D停止。即，停止電源部6對靶材41的電力施加。並且，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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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電源部6對靶材41施加 

電壓。由此，濺射氣體G電漿化。在濺射源4，通過電漿而產生 

的離子與靶材41發生碰撞而射出成膜材料的粒子。因此，成膜材 

料的粒子堆積於經過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的成膜 

部位Ml〜成膜部位M3的工件W的表面而生成膜。此處，形成 

Cu的電磁波屏蔽層。電磁波屏蔽層需要形成得比密接層及保護層 

更厚，因此，同時使用3個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 

此時，雖然工件W經過成膜處理部400D的成膜部位M4，但成膜 

處理部400D未對靶材41施加電力，故不進行成膜處理，工件W 

未被加熱。另外，在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M4以外的區域，工 

件W也未被加熱。如此，在未被加熱的區域，工件W放出熱。

【。063】在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的成膜時間經過 

後，將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停止。即，停止電源 

部6對靶材41的電力施加。並且，僅在成膜處理部400D，電源 

部6對靶材41施加電壓。由此，濺射氣體G電漿化。在濺射源4， 

通過電漿而產生的離子與靶材41發生碰撞而射出成膜材料的粒 

子。因此，成膜材料的粒子堆積於經過成膜部位M4的工件W的 

表面而生成膜。此處，形成SUS的保護層。此時，雖然工件W經 

過成膜處理部400A〜成膜處理部400C的成膜部位Μ，但成膜處 

理部400Α〜成膜處理部400C未對靶材41施加電力，故不進行成 

膜處理，工件W未被加熱。另外，在成膜部位Ml〜成膜部位M4 

以外的區域，工件W也未被加熱。如此，在未被加熱的區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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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w放出熱。

【0064】［作用效果］

本實施形態包括：腔室200，其為供濺射氣體G導入的容器； 

搬送部300，設置在腔室200內，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W ； 

以及成膜處理部400,具有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由搬送部 

300循環搬送的工件W來進行成膜的濺射源4，並且具有對利用 

濺射源4使工件W成膜的成膜部位Μ加以劃分的劃分部5。

【0065】並且，劃分部5是為了對各成膜處理部400加以劃分而 

配置，以使得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Μ以外的區域 

經過的軌跡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Μ經過的軌跡更長。

【0066】因此，即便當經過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400的下方時， 

因電漿的熱而工件W的溫度上升，也可在經過不在成膜中的成膜 

處理部400下方的搬送路徑Ρ或不存在成膜處理部400的搬送路 

徑Ρ，並再次到達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400的下方為止的期間，將 

熱放出。

【。。67】由此，與在固定的位置對工件W進行濺射的情況相比， 

即便不使用冷卻單元，也可防止工件W的溫度因電漿的熱而過度 

上升，能夠形成比較厚的微米級的膜。其適用於對容易受到熱的 

影響的半導體封裝體形成微米級的電磁波屏蔽膜。

【0068】 特別是通過配置所述劃分部5，可確保工件W經過未成 

膜的區域而進行放熱的時間比經過成膜中的區域而對工件W進行 

加熱的時間更長，故可防止工件W的溫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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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進而，無需設置冷卻單元，故可簡化成膜裝置100的構 

成，並且可削減冷卻所需的電力消耗。另外，省去定期維護冷卻 

單元的工時。

【0070】多個成膜處理部400具有對應於不同種類的成膜材料的 

濺射源4，通過使成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 

種成膜材料的層的膜。通常的濺射中，在形成多種成膜材料的層 

的情況下，容易推進工件W的加熱，但本實施形態中，可抑制溫 

度上升。

[0071]若將工件W在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400的成膜部位Μ經 

過的時間設為Τ1、將在成膜部位Μ以外的區域經過的時間設為 

Τ2，則以0.6 : ΙΟ^ΤΙ : T2< 1 ： 1的方式來設定成膜部位Μ的大 

小。因此，可確保不成膜而自工件W放熱的時間比通過成膜而對 

工件W進行加熱的時間更長，可防止工件W的溫度上升。

【0072】所述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對 

應於圓心角為20。〜150。的一部分圓的區域。因此，可確保能夠對 

工件W成膜的區域，並且抑制通過成膜而對工件W進行加熱的區 

域的擴大，確保不成膜而進行放熱的區域，故可設為對於防止工 

件W的溫度上升而言最佳化的構成。

【0073】形成最厚層的成膜材料的成膜部位Μ比形成其他層的成 

膜材料的成膜部位Μ更大。因此，可以短時間形成厚的層。此外， 

此處所謂「大」，考慮如下形態。

(a)使經過最厚層的成膜區域Μ的工件W的軌跡比經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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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層的成膜區域Μ的工件W的軌跡更長。

（b） 使工件W經過最厚層的成膜區域Μ的時間比工件W經 

過其他層的成膜區域Μ的時間更長。

（c） 使在最厚層的成膜區域Μ經過的軌跡所對應的一部分 

圓的圓心角比在其他層的成膜區域Μ經過的軌跡所對應的一部分 

圓的圓心角更大。

【0。74】例如，如上所述，比基底的密接層或保護層更厚地形成 

電磁波屏蔽層。因此，並用兩個以上的電磁波屏蔽層的材料的成 

膜部位Ml〜成膜部位M3等，以使得比基底的密接層或保護層的 

成膜部位M4更大。

[0075][試驗結果]

（比較例）

作為比較例，表示並不利用旋轉搬送型，而是利用使固定器 

上的工件靜止來進行濺射的成膜裝置，進行成膜時的工件的溫度 

上升的形態。試驗條件如下所示。此外，作為工件，使用當作半 

導體封裝體的絕緣性樹脂基板。

•工件：絕緣性樹脂基板

•靶材：Cu （銅）

•固定器：A1 （鋁）

•靶材與工件的距離：36.0 mm

•濺射氣體：Ar 200.9 seem 0.5 Pa

•直流電力：10.0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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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膜速率：24.4 nm/s

[0076]作為試驗結果，將以Cu為靶材，對由A1固定器所支持 

的基板進行濺射的結果、即膜厚與溫度上升的關係示於圖7的圖 

表中。進行濺射直至膜厚成為5 μηι的結果為：固定器溫度上升至 

90°C，基板溫度上升至170°C。

【0077】對於一般的半導體封裝體而言，若超過150°C，則構成封 

裝體的樹脂容易破壞。因此，超過150°C地進行加熱欠佳。如此， 

在此種成膜裝置的情況下，難以繼續進行成膜直至成為5 μηι左右 

的膜厚。因此，必需冷卻機構。

【0078】（實施例1）

作為本發明的實施例1，表示一邊利用旋轉台使載置於托盤 

的工件旋轉，一邊在成膜部位進行濺射成膜的情況下的工件的溫 

度上升的形態。試驗條件如下所示。此外，作為工件，使用當作 

半導體封裝體的絕緣性樹脂基板。

【0079】·工件：絕緣性樹脂基板

•靶材：Cu

•固定器：SUS

•靶材與工件的距離:150 mm （相對的狀態）

•旋轉台的轉數・··6 rpm

•濺射氣體：Ar 100 seem 0.7 Pa

•直流電力:2300 W/3000 W （具備兩個濺射源的成膜處理部

中，對其中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與對另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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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成膜速率：0.8 nm/s

•成膜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49.5。

•經過Cu的成膜部位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成膜的區域的時 

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0080]作為試驗結果，將在一個Cu的成膜部位中，對旋轉臺上 

的基板進行7600秒鐘濺射來進行厚度6000 nm的Cu的成膜的結 

果、即溫度的推移示於圖8的圖表中。

【0081】根據所述圖表可知：若在一個Cu的成膜部位中進行濺 

射，則開始時為25°C的基板在開始後4000秒時，溫度上升至65.0 

°C左右，但保持大致平穩的狀態而未進一步上升。即，可知溫度 

上升得到抑制。

【。。82】此處，若增加用於成膜的成膜部位的數量、即成膜處理 

部的數量（η），則預想會成倍上升，例如自開始溫度的25°C起， 

上升40°Cxn。即，若用於成膜的成膜處理部的數量為2，則估計 

溫度上升25°C+40°Cx2=105°C，若數量為3個，則估計溫度上升 

25°C+40°Cx3 = 145°C。如上所述，若考慮半導體封裝體的溫度上升 

的界限為150°C，如果為圓心角49.5。所對應的成膜部位，則如所 

述實施形態那樣，即便並用3個，也不會超過150°C，可獲得良好 

的成膜結果。

[0083]若考慮某種程度的裕度，如果將一個成膜部位的圓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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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大致50.0°，則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的大小的上限即為50.0°

x3 = 150。。另外，就確保工件冷卻的時間的方面而言，成膜部位的 

大小越小越具有冷卻效果。但是，若考慮成膜效率，如果小於圓 

心角20。，則難以成膜，因此圓心角20。即為下限。因此，如上所 

述，優選設為圓心角20。〜圓心角150。的範圍。

[0084]進而，所述實施形態中，當將工件W在成膜中的成膜處 

理部400的成膜部位Μ經過的合計時間設為Τ1、將在成膜部位Μ 

以外的區域經過的合計時間設為Τ2時，以0.6 : ΙΟ^ΤΙ : T2< 1 : 

1的方式設定成膜部位Μ的大小。關於以所述方式進行設定的具 

體的根據，使用圖8的圖表進行說明。圖8是將Cu成膜為6000 nm

(=6 μπι)的厚度的例子。

【0085】首先，半導體封裝體中的電磁波屏蔽膜未必需要將膜厚

設為6000 nm。一般而言，根據其用途等，以1000 nm ( 1 μηι)〜 

10000 nm ( 10 μπι)的範圍來設定膜厚。

【0086】因此，考慮形成膜厚為最小膜厚1000 nm的Cu膜。此時， 

成膜所需的時間是形成6000 nm的膜時的7600秒的六分之一，因 

而為7600秒/6=1267秒=1300秒。並且，根據圖8的圖表，1300 

秒下的基板溫度為約60°C，因此作為半導體封裝體的工件W的溫 

度上升為 60°C-25°C=35°C。

【0087】工件W的初始溫度為25°C，一個成膜部位的圓心角為

49.5°，工件W作為半導體封裝體時的溫度上升的界限為150°C， 

根據(150°C-25°C ) /35°C =3.6，計算出：若為圓心角為49.5°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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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部位，則可將3.6部位為一份的區域、即49.5°x3.6=178°= 180° 

的區域用於成膜。

【。088】此處，關於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400的成膜部位Μ與其 

以外的部分的關係，不論是由經過時間來表示的情況還是由圓心 

角來表示的情況，比率相同。因此，Τ1 ： Τ2的上限優選設定為小 

於 180 : 180=1 ： 1 。

【0089】另外，考慮形成最大膜厚10000 nm （ 10卩m）的Cu膜。

此時，成膜所需的時間是形成6000 nm的膜時的10/6倍、即7600 

秒xl0/6=12667秒。考慮到成膜所需的時間超過法定勞動時間8小 

時（ 28800秒）則欠佳，因此將其作為上限。

[0090]據此，能夠在8小時以內形成膜厚10000 nm的Cu膜的 

成膜部位的最小圓心角為49.5/（ 28800秒/12667秒）=218 = 20。。 

即，圓周的軌跡360。中，將20。用作成膜部位的區域，因此，T1 : 

T2的下限優選設定為20 : 340=0.6 : 10。

[0091]此外，圖8的圖表是形成Cu膜的情況的圖表。其中，在 

形成如後述的其他金屬（例如SUS、Al、Ni、Fe、Ag、Ti、Cr、 

Nb、Pd、Pt、V、Ta、Au等）的膜的情況下，若靶材41為金屬， 

則對靶材41施加的電力也相同。因此，電漿的加熱溫度也與Cu 

膜相同，通過成膜而上升的工件W的溫度也產生相同的傾向。因 

此，在為其他金屬的情況下，也宜以0.6 : 10WT1 ： T2< 1 ： 1的 

方式設定成膜部位Μ的大小。

【0092】（實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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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發明的實施例2進行說明。本實施例中，圖3所示的M2 

的部位並非成膜部位，而成為膜處理部位。即，在共同的腔室200 

內，除了成膜部位以外，還具有進行膜處理的部位。膜處理包括： 

氮化膜、氧化膜等化合物膜的生成、蝕刻、清洗、粗面化等表面 

處理。膜處理是指不使用如濺射的情況那樣的靶材41，也稱為逆 

濺射。在膜處理部位，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同時，例如 

在經過通過施加高頻電力來產生電漿的筒形電極的下方時，進行 

膜處理。

【0093】 本實施例中的膜處理是Ar轟擊。Ar轟擊也稱為離子轟擊 

（ion bombardment ），通過使由於電漿而離子化的Ar衝撞處理對 

象表面來進行清洗、粗面化等表面處理。

【0094】另外，本實施例中，在圖3所示的M3的成膜部位進行使 

用SUS作為靶材41的SUS的成膜。更具體而言，在進行Ar轟擊 

的表面處理後，進行SUS的成膜（第1次），其次進行Cu的成膜， 

進而進行SUS的成膜（第2次）。

【0095】實施例2的成膜條件如下所示。

•工件：絕緣性樹脂基板

•靶材：Cu （成膜部位Ml）

SUS （成膜部位M3）

•固定器：SUS

•靶材與工件的距離:Cu 60 mm （相對的狀態）

SUS 60 mm （相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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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台的轉數·· • Ar轟擊 30 rpm

SUS （第1次） 6 rpm

Cu 6 rpm

SUS （第2次） 6 rpm

濺射氣體：Ar Ar轟擊 150 seem

SUS （第1次） 120 seem 0.8 Pa

Cu 100 seem 0.7 Pa

SUS （第2次） 120 seem 0.8 Pa

•對筒形電極的高頻的施加電力：300 W

•對濺射源的直流的施加電力：2300 W/3000 W （SUS （第1

次、第2次）、Cu共同、具備兩個濺射源的成膜處理部中，對其 

中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與對另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的值）

•成膜速率:SUS （第1次）0.73 nm/s

Cu 1.40 nm/s

SUS （第 2 次） 0.73 nm/s

•各成膜部位及表面處理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49.5。

•經過Cu的成膜部位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成膜的區域的時

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經過SUS的成膜部位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成膜的區域的 

時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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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表面處理部位的時間τι、經過未進行表面處理的區域

的時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0096]作為試驗結果，將對旋轉臺上的基板，使用膜處理部位 

M2進行60秒鐘膜處理、使用成膜部位M3進行280秒鐘設為膜 

厚200 nm的SUS的第1次成膜、使用成膜部位Ml進行3570秒 

鐘設為膜厚5000 nm的Cu的成膜、使用成膜部位M3進行690秒 

鐘設為膜厚500 nm的SUS的成膜的結果、即溫度的推移示於圖9 

的圖表中。

【0097】根據所述圖表可知：與實施例1相比，即便在靶材與工 

件的距離為60 mm的比較近的位置，增加成膜速率來進行濺射， 

也同樣為：開始時為28°C左右的基板在第1次的SUS的成膜中為 

40°C左右，在Cu的成膜中為60°C左右，在第2次的SUS的成膜 

中為55°C左右，並沒有進一步上升。即，從常識來看，認為在拉 

近靶材與工件的距離的情況下，溫度會進一步上升，但可知本實 

施例中，溫度上升得到抑制。

[0098]作為即便讓靶材靠近來增加成膜速率，上升溫度也為實 

施例1的上升溫度以下的理由，認為有以下方面：成膜速率上升， 

相對應地Cu的成膜時間變得比實施例1更短；關於自成膜開始至 

成膜結束為止所增加的熱量，若膜厚相同則同樣，但若變薄則會 

減少。即，雖然實施例2的層疊有SUS與Cu的膜厚（5700 nm） 

近似於實施例1的Cu的膜厚（ 6000 nm），但變得更薄，因此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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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0099]（實施例3）

對本發明的實施例3進行說明。本實施例中，與實施例2同 

樣地，圖3所示的M2的部位並非成膜部位，而成為膜處理部位。 

本實施例中的膜處理與實施例2同樣地是Ar轟擊。

[0100]另外，本實施例中，與實施例2同樣地，在圖3所示的

M3的成膜部位進行使用SUS作為靶材41的SUS的成膜。進而， 

本實施例中，在圖3所示的Ml的成膜部位進行Cu的成膜，並且 

在M4的成膜部位也進行Cu的成膜。更具體而言，在進行Ar轟 

擊的表面處理後，進行SUS的成膜（第1次），其次在兩處成膜部 

位M1、M4同時進行Cu的成膜，進而進行SUS的成膜（第2次）。 

在進行Cu的成膜的兩處成膜部位Ml、M4，使所施加的直流電力 

低於實施例1、實施例2，但兩處成膜部位Ml、M4的成膜速率的 

合計值與實施例2相比增加。

【。1。1】實施例3的成膜條件如下所示。

•工件：絕緣性樹脂基板

•靶材：Cu （成膜部位Ml、M4）

SUS （成膜部位M3）

•固定器：SUS

•靶材與工件的距離：Cu （成膜部位Ml、M4） 60 mm （相對 

的狀態）

SUS 60 mm （相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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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台的轉數…人!·轟擊 30 rpm

SUS （第 1 次）6 rpm

Cu （成膜部位Ml、M4共同）6 rpm

SUS （第 2 次）6 rpm

•濺射氣體：Ar Ar轟擊 150 seem

SUS （第 1 次） 120 seem 0.8 Pa

Cu（成膜部位 Ml ' M4 共同）10。seem 0.7

Pa

SUS （第 2 次） 120 seem 0.8 Pa

•對筒形電極的高頻的施加電力：600 W

•對濺射源的直流的施加電力：SUS 2300 W/3000 W （第1

次、第2次共同、具備兩個濺射源的成膜處理部中，對其中一個 

濺射源的施加電力與對另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的值）

Cu 1800 W/2400 W （成膜部

位Ml、M4共同、具備兩個濺射源的成膜處理部中，對其中一個 

濺射源的施加電力與對另一個濺射源的施加電力的值）

•成膜速率：SUS （第1次）0.73 nm/s

Cu 2.24 nm/s（成膜部位 M1、M4 各 1.12 nm/s）

SUS （第 2 次）0.73 nm/s

•Cu的成膜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99.0° （成膜部位Ml、M4

各 49.5°）

•SUS的成膜部位及表面處理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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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Cu的成膜部位Ml、M4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成膜的 

區域的時間T2的比

99 : 261 ( =3.793 : 10)

•經過SUS的成膜部位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成膜的區域的 

時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經過表面處理部位的時間T1、經過未進行表面處理的區域 

的時間T2的比

49.5 : 310.5 ( = 1.594 : 10)

【0102】作為試驗結果，將對旋轉臺上的基板，使用膜處理部位 

M2進行60秒鐘膜處理、使用成膜部位M3進行280秒鐘設為膜 

厚200 nm的SUS的第1次成膜、使用成膜部位M1、M4進行2240 

秒鐘設為膜厚5000 nm (成膜部位Ml、M4各2500 nm)的Cu的 

成膜、使用成膜部位M3進行690秒鐘設為膜厚500 nm的SUS的 

成膜的結果、即溫度的推移示於圖10的圖表中。

【0103】根據所述圖表可知：與實施例1相比，即便在靶材與工 

件的距離為60 mm的比較近的位置，增加成膜速率來進行濺射， 

也同樣為：開始時為28°C左右的基板在第1次的SUS的成膜中為 

30°C左右，在Cu的成膜中為60°C左右，在第2次的SUS的成膜 

中為60°C左右，並沒有進一步上升。即，從常識來看，認為在拉 

近靶材與工件的距離的情況下，溫度會進一步上升，但可知本實 

施例中，溫度上升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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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作為即便讓靶材靠近來增加成膜速率，上升溫度也為實 

施例1的上升溫度以下，且為實施例2的上升溫度左右的理由， 

認為有以下方面：成膜速率上升，相對應地Cu的成膜時間變得比 

實施例1更短；關於自成膜開始至成膜結束為止所增加的熱量， 

若膜厚相同則同樣，但若變薄則會減少。即，雖然實施例3的層 

疊有SUS與Cu的膜厚(5700 nm)近似於實施例1的Cu的膜厚

(6000 nm)，但變得更薄，因此熱量減少。

【。105】其中，同時在兩處成膜部位進行Cu的成膜，因此，與實 

施例1、實施例2相比，經過未進行成膜的區域的時間變短。因此， 

與實施例2相比，溫度梯度大，即單位時間的溫度上升變大，故 

若進一步延長成膜時間，則有可能上升至ioo°c左右。

【。106】此外，所述實施例2及實施例3中，相對於經過未進行 

成膜的區域的時間T2，縮短經過處理時間長的成膜部位的時間 

T1，從而抑制基板的溫度上升。具體而言，實施例2中，將處理 

時間明顯較長的Cu的成膜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設為49.5。，實施 

例3中也將Cu的成膜部位的圓心角的角度設為99.0。，由此而推 

測可充分抑制基板的溫度上升。進而，關於SUS的成膜部位及表 

面處理部位，也將各自的圓心角的角度設為49.5。，由此而推測可 

進一步抑制溫度上升。

【。107】［其他實施形態］

本發明並不限定於所述實施形態，還包含如下形態。

(1)關於成膜材料，能夠應用可通過濺射來成膜的各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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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例如，在製作層疊型的電磁波屏蔽膜時，考慮使用如下材料。

電磁波屏蔽層的材料：Cu、Al、Ni、Fe、Ag、Ti、Cr、Nb、 

Pd、Pt、Co、Zr 等

基底的密接層的材料：SUS、Ni、Ti、V、Ta等

最表面的保護層的材料：SUS、Au等

[0108]進而，還可將電磁波屏蔽膜中所含的電磁波屏蔽層進一 

步設為由多種材料形成的層結構。例如，還可將Cu與Ni層疊來 

形成電磁波屏蔽層。Cu具有阻擋電場的功能，Ni具有阻擋磁場的 

功能，整體而言可期待薄膜化。所述情況下，還可通過使成膜材 

料一種一種地選擇性堆積來抑制工件的溫度上升。另外，可使電 

磁波屏蔽層中所含的各層比單一的成膜材料的情況更薄，故與單 

一的成膜材料的情況相比，各層的成膜時間變得更短，可抑制工 

件的溫度上升。

【0109】(2)也可通過在成膜部位設置多個靶材來提高成膜速 

率。此時，各成膜部位的溫度變高，但成膜時間縮短，故結果可 

獲得與所述相同的效果。

【0110】(3)由搬送部同時搬送的工件、托盤的數量、對其加以 

保持的保持部的數量至少為一個即可，並不限定於所述實施形態 

中例示的數量。即，可為一個工件循環而反復進行成膜的形態， 

也可為兩個以上的工件循環而反復進行成膜的形態 。

【0111】(4)作為成膜對象的工件及電子零件並不限定於半導體 

封裝體。能夠應用於要求微米級的膜厚、需要抑制溫度上升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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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構件。

【0112】(5)如所述實施例2、實施例3所示，可在具有成膜部 

位的腔室內進行膜處理。其中，也可在與具有成膜部位的腔室不 

同的腔室進行膜處理。

【0113】(6)所述實施形態中，設定為旋轉台31在水平面內進 

行旋轉的例子。其中，搬送部的旋轉面的朝向並不限定於特定的 

方向。例如，還可為在垂直面內進行旋轉的旋轉面。進而，搬送 

部具有的搬送單元並不限定於旋轉台31。例如，也可為具有保持 

工件的保持部的圓筒形狀的構件以軸為中心進行旋轉的旋轉體。 

在設置於旋轉體的內壁面的保持部保持工件，在配置於旋轉體的 

內側的圓筒形狀、圓柱形狀或角柱形狀的支持體的外壁面設置向 

外與工件對向的多個成膜處理部。或者，在設置於旋轉體的外壁 

面的保持部保持工件，在配置於旋轉體的外側的圓筒形狀、圓柱 

形狀或角柱形狀的支持體的內壁面設置向內與工件對向的多個成 

膜處理部。由此，可對通過旋轉體的旋轉而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 

送的工件進行成膜處理。

【。114】(7)所述實施形態中，設定為使成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 

擇性堆積來進行成膜。但是，本發明並不限定於此，只要可通過 

使成膜材料選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個成膜材料的層的膜即可。 

因此，也可同時堆積兩種以上的成膜材料。例如，有時利用Co、 

Zr、Nb的合金來形成電磁波屏蔽膜。在此種情況下，可同時選擇 

多個成膜處理部中，將Co作為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將Zr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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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及將Nb作為成膜材料的成膜處理部來 

進行成膜。

【。115】並且此時，宜以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以 

外的部分經過的軌跡比這些的成膜中在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 

的方式，來選擇用於成膜的成膜處理部、或者設定對成膜處理部 

加以劃分的劃分部的配置。

【0116】即，在選擇多個一種或多種成膜處理部來進行成膜、或 

者選擇單一的成膜處理部來進行成膜的任一情況下，均宜以圓周 

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以外的部分經過的軌跡比成膜中 

在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的方式，來選擇用於成膜的成膜處理 

部、或者設定對成膜處理部加以劃分的劃分部的配置。

【。117】(8)所述實施形態中，由兩個壁板5a、5b構成在圓周 

方向上對成膜部位加以劃分的劃分部5,在相鄰的成膜部位間處於 

對向位置的壁板5a與壁板5b之間形成有自旋轉台31的上表面至 

腔室200的頂板面的空間。但是，本發明並不限定於此，例如， 

也可在相鄰的成膜部位間處於對向位置的壁板5a與壁板5b之間 

配置與壁板5a、壁板5b的下端高度相同的遮蔽板。

【。118】(9)以上已對本發明的實施形態及各部的變形例進行了 

說明，但所述實施形態或各部的變形例僅作為一例而提出，並不 

意圖限定發明的範圍。上文所述的這些新穎的實施形態能以其他 

各種形態實施，在不脫離發明的主旨的範圍內可進行各種省略、 

替換、變更。這些實施形態及其變形包含於發明的範圍或主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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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包含於權利要求書所記載的發明內。

【符號說明】

【0119】

100 :成膜裝置

200 :腔室

21 :真空室

22 :排氣口

23 ：排氣部

24 :導入口

25 :氣體供給部

26 :外周壁的內表面

27 ：內周壁的外表面

300 :搬送部

31：旋轉台

32 :馬達

33 ：保持部

400、400A〜400D :成膜處理部

4 :濺射源

41 :靶材

42 :背板

43 :電極

5 :劃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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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b ：壁板

6 :電源部

600 :負載鎖部

700 :控制裝置

70 :機構控制部

71 :電源控制部

72 :存儲部

73 :設定部

74 :輸入輸出控制部

75 :輸入裝置

76 :輸出裝置

B:中介層基板

IC :半導體晶片

E :排氣

F :膜

G:濺射氣體

I、II、III、IV ：圓心角

Μ、Ml〜Μ4 :成膜部位

P：搬送路徑

R :樹脂

T :電極

w :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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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330
【發明摘要】

申請 H：106/06/20
IPC分類：

【中文發明名稱】成膜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及電子零件的

製造方法

【中文】

本發明提供一種即便不使用冷卻單元也可抑制電子零件的溫 

度上升並進行微米級的成膜的成膜裝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及 

電子零件的製造方法。包括：腔室，其為供濺射氣體導入的容器； 

搬送部，設置在腔室內，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以及成膜 

處理部，具有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由搬送部循環搬送的 

工件來進行成膜的濺射源，並且具有對利用濺射源使工件成膜的 

成膜部位加以劃分的劃分部。劃分部是為了對各成膜處理部加以 

劃分而配置，以使得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以外的 

區域經過的軌跡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 。

【指定代表圖】圖1。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 :成膜裝置

200 :腔室

21 :真空室

300 :搬送部

31 :旋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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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馬達

33 ：保持部

400A〜400D :成膜處理部

4 :濺射源

5 :劃分部

5a、5b ：壁板

600 :負載鎖部

700 :控制裝置

Ml、M2 ：成膜部位

W :工件

【特徵化學式】

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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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一種成膜裝置，其包括：

腔室，其為供濺射氣體導入的容器；

搬送部，設置在所述腔室內，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工件； 

以及

多個成膜處理部，具有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由所述 

搬送部循環搬送的所述工件來進行成膜的濺射源，並且具有對利 

用所述濺射源使所述工件成膜的成膜部位加以劃分的劃分部 ，

所述劃分部是為了對各成膜處理部加以劃分而配置，以使得 

所述圓周的軌跡中，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以外的區域經過的軌跡 

比在成膜中的成膜部位經過的軌跡更長。

【第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成膜裝置，其中所述多個 

成膜處理部通過使成膜材料選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個成膜材 

料的層的膜。

【第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成膜裝置，其中所述多個 

成膜處理部具有對應於不同種類的成膜材料的濺射源，通過使成 

膜材料一種一種地選擇性堆積，而形成包含多種成膜材料的層的 

膜。

【第4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至第3項中任一項所述的成膜裝 

置，其中若將所述工件以圓周的軌跡，在濺射成膜中的所述成膜 

部位經過的時間設為T1、將在未成膜的區域經過的時間設為T2， 

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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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10 冬 ΤΙ ： Τ2< 1 ： 1。

【第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至第4項中任一項所述的成膜裝 

置，其中所述圓周的軌跡中，在濺射成膜中的所述成膜部位經過 

的軌跡對應於圓心角為20。〜150。的一部分圓的區域。

【第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至第5項中任一項所述的成膜裝 

置，其中形成最厚層的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部位在所述圓周的軌 

跡上所占的比例大於形成其他層的成膜材料的成膜部位所占的比 

例。

【第7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的成膜裝置，其中所述形成 

最厚層的成膜材料為用作電磁波屏蔽的材料。

【第8項】一種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在供濺射氣體導入的腔室 

內，利用搬送部以圓周的軌跡循環搬送所述工件，利用沿所述圓 

周的軌跡配置的多個成膜處理部，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於 

所述工件來形成成膜材料的膜；所述成膜製品的製造方法的特徵 

在於：

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中，在任一種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理 

部進行成膜的期間，其他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理部不進行成 

膜，以使得所述圓周的軌跡上，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以外的部分 

所占的比例比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所占的比例更大 。

【第9項】一種電子零件的製造方法，在供濺射氣體導入的腔室 

内，利用搬送部以圓周狀的軌跡循環搬送電子零件，利用沿所述 

圓周的軌跡配置的多個成膜處理部，通過濺射而使成膜材料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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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述循環搬送的所述電子零件來形成成膜材料的膜；所述電子 

零件的製造方法的特徵在於：

所述多個成膜處理部中，在用作電磁波屏蔽的材料所對應的 

所述成膜處理部進行成膜的期間，其他成膜材料的所述成膜處理 

部不進行成膜，以使得所述圓周的軌跡上，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 

以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比成膜中的成膜處理部所占的比例更大 。

第3頁，共3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70239p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