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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电子装置处理系统，所述电子装

置处理系统包括设备前端模块、一或多个装载端

口和可索引侧储存仓，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

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所述可索引侧储

存仓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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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备前端模块的侧储存仓，包括：

外壳，所述外壳具有密封表面，所述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

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索引器，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

群组可由所述设备前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存取。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可移除的门，所述可移除

的门允许当所述可移除的门被移除时，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存取所述多

个储存构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净化气体供应入口和排

气出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气体分配系统，所述气体

分配系统允许供应到所述净化气体供应入口的非反应性气体在离开所述排气出口之前行

进通过所述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至少50个基板储存构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储存构件包括至少25个基板储存构件的多

个子群组，并且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通过所述设备前

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可存取储存构件的不同的子群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侧储存仓，其中所述外壳包括进出门，所述进出门允许所述侧储

存仓腔室被移除，并由另一侧储存仓腔室替换。

8.一种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

设备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

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和

可索引侧储存仓，所述可索引侧储存仓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所述可索引

侧储存仓包括：

外壳，所述外壳具有密封表面，所述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

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索引器，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

群组可由所述设备前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存取。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

环境控制系统，所述环境控制系统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中所述可索引侧储存仓的所述外壳向所

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开放，且所述环境控制系统控制所述可索引侧储存仓的所述外壳和所

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两者中的共同环境。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净化气体供应

入口、排气出口和气体分配系统，所述气体分配系统允许供应到所述净化气体供应入口的

非反应性气体在离开所述排气出口之前行进通过所述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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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中所述储存构件包括至少25个基板储存

构件的多个子群组，并且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通过所

述设备前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可存取储存构件的不同的子群组。

13.一种在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处理基板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所述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具有：

设备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

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和

可索引侧储存仓，所述可索引侧储存仓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所述可索引

侧储存仓包括：

外壳，所述外壳具有密封表面，所述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

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索引器，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

群组可由所述设备前端模块中的机器人存取；

使用所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内的所述机器人取回位于所述侧储存仓腔室的所述储存

构件中的一个储存构件上的基板；和

使用所述机器人将所述基板从所述侧储存仓腔室转移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使用所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内的机器人取回位于

所述侧储存仓腔室的所述储存构件中的一个储存构件上的基板的步骤包括移除所述侧储

存仓腔室的门以允许所述机器人存取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内的所述基板，并且一旦所述基板

被移除，将所述门返回到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以密封所述侧储存仓腔室。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储存构件包括至少25个基板储存构件的多个

子群组，且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使用所述索引器垂直地移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使得通过

所述设备前端模块腔室的所述机器人可存取储存构件的不同的子群组。

16.一种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

设备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

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和

侧储存仓，所述侧储存仓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所述侧储存仓包括：

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输入端口；和

加热器，所述加热器耦接至所述侧储存仓腔室的所述输入端口，所述加热器经配置以

提供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流通过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和流过储存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中的

任意基板上。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中所述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是氮气。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中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包括排气出口，使

得所述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可以流过所述侧储存仓腔室、流过储存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中

的任意基板上，并且流出所述侧储存仓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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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种在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处理基板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所述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

设备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到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

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

侧储存仓，所述侧储存仓耦接至所述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所述侧储存仓进一步包括：

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

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加热器，所述加热器耦接至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且所述加热器经配置以向所述侧储存

仓腔室提供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和

使所述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流过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并流过储存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

中的任意基板上。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基板暴露的所述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使所

述基板脱气并允许去除位于所述基板上的挥发性的副产物。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以下步骤：使所述加热的非反应性

气体和所述挥发性的副产物流出所述侧储存仓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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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索引侧储存仓设备、加热的侧储存仓设备、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主张2017年6月23日提交的名为“INDEXABLE  SIDE  STORAGE  POD 

APPARATUS,SYSTEMS,AND  METHODS”(代理人案号24710/L)的美国临时申请第62/524,375号

的优先权，所述申请整体对所有目的而在此引入作为参考。

[0003] 领域

[0004] 本申请关于电子装置制造，并且更具体地关于用于设备前端模块(EFEMs)的可索

引侧储存舱，以及包括可索引侧储存舱的系统和方法。

[0005] 背景

[0006] 半导体部件制造中的基板的处理在多个处理工具中进行，其中基板在基板载体

(例如，前开式标准舱(Front  Opening  Unified  Pod)或FOUP)中的处理工具之间行进。FOUP

可以对接至EFEM的前侧，所述EFEM包括装载/卸除机器人，所述机器人可操作以在各个FOUP

和处理工具的主框架的一或多个装载锁定(load  lock)之间传送基板。在一些系统中，EFEM

包括侧储存器，侧储存器用于储存从处理工具中的处理返回的少量基板。然而，现有的侧储

存器受到某些限制。

[0007] 因此，追求改进的侧储存器、包括侧储存器的系统和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设备前端模块的侧储存仓，包括：(1)外壳，所述外

壳具有密封表面，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2)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

仓腔室具有主体，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

和(3)索引器，所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群组

可由设备前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存取。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1)设备前端模块，所述

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2)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

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和(3)可索引侧储存仓，所

述可索引侧储存仓耦接至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可索引侧储存仓包括：(a)外壳，所述外壳

具有密封表面，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b)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

腔室具有主体，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c)索引器，其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群组可由设备前

端模块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存取。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种在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处理基板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其具有：(1)设备前端模块，其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2)一或多个装载端口，其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

体；和(3)可索引侧储存仓，其耦接至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可索引侧储存仓包括：(a)外壳，

其具有密封表面，密封表面经配置以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b)侧储存仓腔室，其具有主体，

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c)索引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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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索引器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子群组可由设备前端模

块中的机器人存取。方法亦包括使用设备前端模块腔室内的机器人取回位于侧储存仓腔室

的储存构件中的一个储存构件上的基板，和使用机器人将所述基板从侧储存仓腔室转移到

设备前端模块腔室。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电子装置处理系统。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设备

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

载端口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和侧储存仓，所

述侧储存仓耦接至设备前端模块的一侧，侧储存仓包括：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

具有主体，所述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

输入端口；和加热器，所述加热器耦接至侧储存仓腔室的输入端口，加热器经配置以提供加

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流通过侧储存仓腔室和流过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中的任意基板上。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在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处理基板的方法。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包括：设备前端模块，所述设备前

端模块包括设备前端模块腔室；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所述一或多个装载端口耦接到设备前

端模块的前部，每个装载端口经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侧储存仓，所述侧储存仓耦接至设备

前端模块的一侧，侧储存仓进一步包括：侧储存仓腔室，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具有主体，所述

主体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每一个储存构件经配置以支撑基板；和加热器，所述加

热器耦接至侧储存仓腔室，且加热器经配置以向侧储存仓腔室提供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

和使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流过所述侧储存仓腔室并流过储存在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中的任

意基板上。

[0013] 根据本文的这些和其他实施方式，提供了许多其他方面。根据以下实施方式、权利

要求书和附图，本文的实施方式的其他特征和方面将变得更加明显。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描述的图是出于说明性的目的，且不一定按比例绘制。图并不旨在以任何方

式限制本文的范围。

[0015] 图1A示出根据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包括可索引侧储存仓设备的电子装置处理系

统的示意性顶视图。

[0016] 图1B示出根据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包括可索引侧储存仓设备的设备前端模块的

前透视图。

[0017] 图2A-图2F示出根据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可索引侧储存仓设备的局部侧视图。

[0018] 图3图示描绘了根据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从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的侧储存仓卸除

基板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4图示描绘了根据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将基板装载到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的侧

储存仓中的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将详细参照在附图中示出的范例实施方式。只要可能，在整个图中将使用相

同的附图标记来指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除非另外特别说明，否则本文描述的各种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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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特征可彼此组合。

[0021] 在现有的电子装置制造系统中处理的基板，在暴露于相对较高湿度或其他环境因

素(例如，过高的氧气(O2)水平)或相对高水平的其他化学污染物时，可能会遇到问题。特别

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将基板暴露于相对高的湿度水平、相对高的O2水平、或其他污染物，

可能会不利地影响基板性质。

[0022] 根据本公开的一或多个实施方式，提供了适于提供改进的基板处理的电子装置处

理系统。本文所述的系统和方法可以通过控制基板在工具之间传输时以及在与设备前端模

块(EFEM)接口时基板所暴露的环境条件，而来提供基板处理的效率和/或处理改进。

[0023] EFEM从对接到EFEM的壁的一或多个基板载体(例如，对接到EFEM的前表面)接收基

板，并且装载/卸除机器人将基板递送到耦合在EFEM的另一个表面上的一或多个装载锁定

(例如，EFEM的后表面)。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监测和控制一或多个环境参数(例如，相对湿

度、温度、O2的量、惰性气体的量、或其他化学污染物的量)，并且除非关于EFEM的EFEM腔室

中的环境的某些预定条件满足，否则没有对接到EFEM的FOUP可以打开。

[0024] 在本文的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侧储存仓，侧储存仓可以在环境上受

到控制，并且可以包括用于EFEM的补充及/或可索引的基板储存。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侧储存仓可包括侧储存仓腔室，侧储存仓腔室允许储存50个或更多个(例如，52个或更多

个)，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是75个或更多个的基板。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可以将加热的

非反应性气体(例如氮气)提供至侧储存仓腔室，使得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中的任何基板可

以暴露于非反应性环境和/或脱气。侧储存仓腔室可以包括自己的输入和排出端口，使得加

热的非反应性气体可以流过侧储存仓腔室，流过储存于所述侧储存仓腔室中的任何基板

上，并且流出侧储存仓腔室。这允许存在于侧储存仓腔室内或位于以侧储存仓腔室来储存

的基板上的任何挥发性的副产物被使用一或多个泵/净化循环而移除，并且可以减少侧储

存仓腔室和EFEM之间在基板在储存仓腔室和EFEM之间转移的期间的交叉污染。

[002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可以被密封并从侧储存仓移除以在另一个处理

位置使用。另一个侧储存仓腔室可接着装载到侧储存仓中并用以将基板传送到EFEM和/或

从EFEM接收基板。以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使用额外的侧储存仓腔室向EFEM提供无限量的基

板储存。

[0026] 也可以控制EFEM内的环境。简而言之，基板暴露的环境受到控制，从头到尾

(cradle  to  grave)地，一直沿着他们的传输路径和/或在基板储存期间。

[0027] 参照以下图1A至图4描述本文提供的示例设备、系统、和方法的实施方式的进一步

细节。

[0028] 图1A是根据本文的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处理系统100的示例实施方式的

示意图。电子装置处理系统100可以包括机箱体101，机箱体101具有限定传送腔室102的外

壳壁。传送机器人103(显示为虚线圆圈)可以至少部分地容纳在传送腔室102内。传送机器

人103可被配置为通过传送机器人103的臂(未示出)的操作来将基板放置到目的地和从目

的地提取基板。这里使用的基板包括用以制造电子装置或电路部件的制品，例如半导体芯

片、含硅芯片、图案化芯片、玻璃板或类似物。

[0029] 可以通过适当的命令至驱动(未示出)来控制传送机器人103的各种臂部件的运

动，所述驱动组件包括从控制器106命令的传送机器人103的多个驱动马达。来自控制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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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可以引起传送机器人103的各种部件的运动。可以通过各种传感器(例如位置编码或

类似物)来为一或多个部件提供合适的反馈机构。

[0030] 传送机器人103可包括可围绕肩部轴线旋转的臂，所述肩部轴线可大致居中地位

于传送腔室102中。传送机器人103可包括基座(未示出)，所述基座被配置为附接到形成传

送腔室102的下部的外壳壁(例如，地板)。然而，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传送机器人103可以附

接到天花板。传送机器人103可以是双型机器人，配置成当处理工具包括双处理腔室

(twinned-process  chamber)(如图所示)时，服务双腔室(例如，并排(side-by-side)腔

室)。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处理腔室定向，以及其他类型的传送机器人。

[0031] 例如，所描绘的实施方式中的传送腔室102可以是方形或略呈矩形的形状，并且可

包括第一面102A、与第一面102A相对的第二面102B、第三面102C、和与第三面102C相对的第

四面102D。传送机器人103可擅于将双基板同时传送和/或收回到腔室组中。例如，第一面

102A、第二面102B、第三面102C、和第四面102D可以是平面的，并且进入腔室组的入口可以

沿着相应的面放置。然而，机箱体101的其他合适形状以及面和处理腔室的其他合适数量也

是可能的。

[0032] 传送机器人103的目的地可以是第一处理腔室组108A、108B，第一处理腔室组

108A、108B耦接到第一面102A并且可被配置并可操作以对传送到第一处理腔室组108A、

108B的基板实行处理。所述处理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处理，例如等离子体气相沉积(PVD)或化

学气相沉积(CVD)、蚀刻、退火、预清洁、金属或金属氧化物去除或类似处理。可以在第一处

理腔室组108A、108B中的基板上实行其他处理。

[0033] 传送机器人103的目的地也可以是第二处理腔室组108C、108D，第二处理腔室组

108C、108D可以与第一处理腔室组108A、108B相对。第二处理腔室组108C、108D可以耦接到

第二面102B，并且可以配置成在基板上实行任何合适的处理，例如上述的任何处理。同样

地，传送机器人103的目的地也可以是第三处理腔室组108E、108F，第三处理腔室组108E、

108F可以与耦接到第三面102C的装载锁定设备112相对。第三处理腔室组108E、108F可以配

置成在基板上实行任何合适的处理，例如上述的任何处理。

[0034] 基板可以从EFEM  114接收到传送腔室102中，并且还通过耦接到EFEM114的表面

(例如，后壁)的装载锁定设备112离开传送腔室102，到达EFEM  114。装载锁定设备112可包

括一或多个装载锁定腔室(例如，装载锁定腔室112A、112B，举例而言)。包括在装载锁定设

备112中的装载锁定腔室112A、112B可以是单晶片装载锁定(single  wafer  load  lock ,

SWLL)腔室、多晶片腔室、或上述的组合。

[0035] EFEM  114可以是具有形成EFEM腔室114C的侧壁表面(例如，前壁、后壁、和侧壁，顶

部和底部，举例而言)的任何外壳。一或多个装载端口115可以设置在EFEM  114的表面(例

如，前表面)上，并且可以配置成在那里接收一或多个基板载体116(例如，FOUP)。示出了三

个基板载体116，但可以是更多或更少数量的基板载体116与EFEM  114对接。

[0036] EFEM  114可包括在EFEM  114的EFEM腔室114C内的传统结构的合适的装载/卸除机

器人117(示出为点线)。一旦打开基板载体116的门，装载/卸除机器人117可以被配置和操

作以从基板载体116提取基板并将基板供给通过EFEM腔室114C并进入装载锁定设备112的

一或多个装载锁定腔室112A、112B。可选地，一旦打开基板载体116的门，装载/卸除机器人

117可以被配置和操作以从基板载体116提取基板并将基板供给到侧储存仓120中，同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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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处于空闲状态等待处理。侧储存仓120耦接到EFEM  114的侧壁。装载/卸除机器人117可进

一步配置成在处理腔室108A-108F中的一或多个处理之前和之后，从侧储存仓120提取基板

和将基板装载到侧储存仓120中。

[0037] 侧储存仓120可以是受环境控制的，并且包括用于EFEM  114的补充和/或可索引的

基板储存。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120可包括侧储存仓腔室121，侧储存仓腔室

121允许储存50个或更多个(例如，52个或更多个)，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是75个或更多个的

基板。通过打开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可密封门122以提供对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存取，基板可

以从侧储存仓腔室121转移到EFEM  114，反之亦然。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可以经由加热

器123，将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例如氮气)供应到，例如，侧储存仓腔室121，使得储存于侧

储存仓腔室121中的任何基板可以暴露于非反应性环境并且/或脱气。侧储存仓腔室121可

以包括自己的输入和排出端口(以下描述)，使得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可以流过侧储存仓腔

室121，流过储存于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任何基板上，并且流出侧储存仓腔室121至排气出

口。以下参照图2A至图2F进一步描述侧储存仓120和侧储存仓腔室121的示例实施方式。

[0038] 可以使用允许在传送腔室102和EFEM腔室114C之间传送基板的任何合适的装载锁

定设备112的构造。

[0039] 在所描绘的实施方式中，EFEM腔室114C可以设置有环境控制，所述环境控制在

EFEM腔室114C中提供环境控制的空气。特别是，环境控制系统118耦接到EFEM  114并且可操

作以监视和/或控制EFEM腔室114C内的环境条件。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且在某些时候，EFEM

腔室114C可以从惰性气体供应118A接收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例如氩气(Ar)、氮气

(N2)、或氦气(He)。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或在其他时间，可以从空气供应118B提供空气(例

如，干燥的过滤空气)。在以下参照图2A至图2F描述的一些实施方式中，EFEM腔室114C内的

环境条件可以存在于侧储存仓120的内部，因为EFEM腔室114C和侧储存仓120可以彼此打开

和/或以其他方式流体连通。侧储存仓腔室121可具有由惰性气体供应118A或另一气体源

(未示出)供应的单独控制的环境。

[0040] 更详细地，环境控制系统118可以控制以下中的至少一个：在EFEM腔室114C、侧储

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1)相对湿度(RH)，2)温度(T)，3)O2的量，或4)惰性和/

或非反应性气体的量。可以监视和/或控制EFEM  114、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

的其他环境条件，例如进入EFEM腔室114C、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气体流

速、或是EFEM腔室114C、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或两者中的压力。

[004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环境控制系统118包括控制器106。控制器106可包括合适的处

理器、存储器、和/或电子部件，用于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并控制一或多个阀以控制

EFEM腔室114C、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环境条件。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

中，环境控制系统118可以通过利用配置以感测相对湿度(RH)的相对湿度传感器130感测

EFEM  114C中的RH来监测相对湿度(RH)。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类型的相对湿度传感器130，例

如电容式传感器。还可以监视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相对湿度。可以通过

使适当量的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从环境控制系统118的惰性气体供应118A流入EFEM腔

室114C、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而来降低RH。如本文所述，来自惰性气体供应

118A的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可以是氩气、N2、氦气、其他非反应性气体或上述的混合物。

例如，具有低H 2O水平(例如，纯度>＝99 .9995％，H 2O<5ppm)的压缩大宗惰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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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ed  bulk  inert  gasses)可用作为环境控制系统118中的惰性气体供应118A。可

以使用其他H2O水平。

[0042] 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预定义的参考相对湿度值可以是小于约1000ppm水分

(moisture)、小于约500ppm水分、或甚至小于约100ppm水分，这取决于对于在电子装置处理

系统100中实行的特定处理或暴露于EFEM  114、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环境

的特定基板所可以容忍的水分水平。

[0043] 环境控制系统118可以包括氧传感器132，氧传感器132被配置并适于感测EFEM 

114内的氧气(O2)水平。还可以监视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氧气水平。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启动将适当量的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从惰性气体供应118A流入EFEM

腔室114C、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从控制器106到环境控制系统118的控制

信号，可以发生以将氧气(O2)的水平控制到低于O2的阈值。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O2的阈

值可以是小于约50ppm的O2、小于约10ppm的O2、或甚至小于约5ppm的O2，这取决于对于在电

子装置处理系统100中实行的特定处理或暴露于EFEM114、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

121的环境的特定基板所可以容忍(不影响质量)的O2水平。可以使用其他O2的阈值。

[0044] 环境控制系统118可进一步包括压力传感器133，压力传感器133测量EFEM  114内

的绝对压力或相对压力。还可以监视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压力水平。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控制器106可以控制从惰性气体供应118A进入EFEM腔室114C、侧储存仓

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的流量，以控制EFEM腔室114C、侧储

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压力。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氧传感器132可以感测EFEM

腔室114C中的氧气水平以确保氧气水平高于安全阈值水平以允许进入EFEM腔室114C(例

如，在维护期间)。

[0045] 在本文描绘的实施方式中，控制器106可以是具有合适的处理器、存储器、和周边

部件的任何合适的控制器，适于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例如，相对湿度传感器130和/或氧传

感器132)的控制输入和执行封闭回路或其他合适的控制方案。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控制方

案可以改变被引入EFEM  114、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气体的流速，以在

EFEM  114、侧储存仓120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中实现预定的环境条件。在另一个实施方

式中，控制方案可以判定何时将基板传送到EFEM  114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中。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使用单独的控制器和/或传感器来监视和控制侧储存仓腔

室121内的环境。

[0046] 附接到EFEM  114的侧储存仓120可以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储存基板。例如，侧储存仓

腔室121可以在与EFEM腔室114C中存在的相同环境条件下储存基板。或者，侧储存仓腔室

121可以采用与EFEM腔室114C不同的环境条件来用于基板储存(例如，较低的氧气和/或污

染水平、较高的温度、较高的压力等)。

[0047] 侧储存仓120可以流体地耦接到EFEM腔室114C，并且可以从EFEM  114接收惰性和/

或非反应性气体。侧储存仓120可包括排气管道(未示出)以从侧储存仓120排出气体。

[0048] 在所描绘的实施方式中，环境控制系统118可以向侧储存仓腔室121提供惰性和/

或非反应性气体流。如上所述，惰性气体供应118A可以通过一或多个供应管道125和与供应

管道125耦接的阀(未示出)来向侧储存仓腔室121供应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一或多个

供应管道125和阀响应于来自控制器106(或单独专用的控制器)的控制信号而在某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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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侧储存仓腔室121供应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例如，在打开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可密封

的门122之前，可以向侧储存仓腔室121提供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的供应，以便净化侧储

存仓腔室121内的环境，以符合某些环境先决条件。在打开门122允许经由EFEM腔室114C将

基板传送到侧储存仓腔室121或从侧储存仓腔室121传送之前，这样的环境先决条件可被满

足。同样地，在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基板储存期间，可以向侧储存仓腔室121提供低氧气

体、加热气体或类似物。如上所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基板可

以暴露于与EFEM  114中存在的环境不同的环境。

[0049] 图1B是具有耦接至EFEM  114的装载端口115和侧储存仓120的EFEM  114的透视图。

侧储存仓120可以密封地耦接到EFEM  114的侧壁面板160，以在EFEM  114和侧储存仓120之

间形成气密和/或真空密封。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密封(例如，O形环、矩形密封、挤压球形密

封(extruded  bulb  seal)、乙烯丙烯二烯单体密封(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onomer 

seal，含氟弹性体密封(fluoroelastomer  seal)或类似密封)。

[0050] 如图1B所示，侧储存仓120可以包括上部区域162，侧储存仓腔室121可装载到上部

区域162中或从上部区域162移除(例如，通过侧储存仓进出门164)。侧储存仓120亦包括下

部区域166，下部区域166支撑侧储存仓120的上部区域162，并且可包括用于侧储存仓120

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各种阀、管道、排气出口等，如以下所进一步描述。侧储存仓120可

包括密封表面168，密封表面168经配置以密封EFEM  114的侧壁面板160。

[0051] 图2A是根据本文提供的一或多个实施方式的侧储存仓120的侧视部分剖视图。侧

储存仓120包括外壳202，外壳202具有密封表面168，密封表面168经配置以密封EFEM  114的

侧壁面板16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密封表面168可具有后表面204，后表面204具有围绕密封

表面168的一部分和/或周边延伸的凹槽206。当侧储存仓120和EFEM  114耦接在一起时，密

封件207可安置于凹槽206中并密封侧储存仓120和EFEM  114之间的接口。可以使用任何合

适的密封(例如，O形环、矩形密封、挤压球形密封(extruded  bulb  seal)、乙烯丙烯二烯单

体密封(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onomer  seal)，含氟弹性体密封(fluoroelastomer 

seal)或类似密封)。

[0052] 侧储存仓腔室121定位于外壳202内并且耦接到索引器20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

储存仓腔室121可以定位在基座210上或耦接到索引器208的其他支撑结构上。或者，侧储存

仓腔室121可以直接地耦接到索引器208。索引器208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升降机构，用于提供

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垂直运动。例如，索引器208可包括线性轴承组件212，线性轴承组件212

包括轴承滑动件、导轨等(未示出)。线性轴承组件212可以耦接到垂直致动器214。垂直致动

器214的致动引起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升高或降低。垂直致动器214可以是任何合适的致动

器类型，例如液压、气动、电动或类似类型。

[0053] 侧储存仓腔室121包括主体216，主体216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每个

储存构件218经配置以支撑基板220(图2B)。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可以是架子或其他支

撑结构，耦接到侧储存仓腔室121的主体216，用于支撑基板。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可以

间隔足够的距离以允许EFEM  114的机器人117(图1A)的机器人叶片222(图2A)将基板装载

到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上或从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移除基板。

[005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包括至少50个基板储存构件218，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至少52个基板储存构件218，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75个或更多个基板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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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构件218。可以使用其他数量的基板储存构件。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储存构件218可包括25

或26个基板储存构件218的多个子群组，并且索引器208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仓腔室

121，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的25或26个基板的子群组可由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机器人叶

片222存取。例如，如图2B、图2E、和图2F所示，储存构件218的第一子群组218a可定位供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机器人叶片222存取，并且稍后，索引器208可降低侧储存仓腔室121以允

许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机器人叶片222存取储存构件218的第二子群组218b，反之亦然。

[0055] 侧储存仓腔室121包括可移除的门122，当可移除的门122被移除时，门122允许

EFEM  114的机器人117存取多个储存构件218。如图2B所示，可移除的门122(和/或侧储存仓

腔室121的主体216)可包括密封表面226，密封表面226具有凹槽228和密封构件230，密封构

件230允许门122相对于侧储存仓腔室121的主体216而密封。这允许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

环境与侧储存仓120的外壳202的环境和/或EFEM  114的环境隔离。

[005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包括净化气体供应入口232和排气出口

234，允许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例如加热的非反应性气体)流通过侧储存仓腔室121，流

在侧储存仓腔室121中储存的任何基板上，以及流出侧储存仓腔室121。这允许存在于侧储

存仓腔室121内或位于以侧储存仓腔室121来储存的基板上的任何挥发性的副产物被使用

一或多个泵/净化循环而移除，并且可以减少侧储存仓腔室121和EFEM  114之间在基板在侧

储存仓腔室121和EFEM  114之间转移的期间的交叉污染。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的示例包

括氩气、N2、氦气、任何其他合适的气体或上述的混合物。例如，加热器123(图1A)可用以在

进入侧储存仓腔室121之前加热气体。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排气出口234可以在EFEM  114外

部排气(例如，见图2A)。

[0057] 如图2B和图2C所示，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包括气体分配系

统236，例如气室(plenum)、气体分配板、在每个储存构件218处具有开口或喷嘴的中空管，

或类似物，气体分配系统236允许供应到净化气体供应入口232的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

被分散，以便在离开排气出口234之前穿过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在图2C中，箭头示出了

通过净化气体供应入口232的示例气流，流过储存构件218(图2C中未标记)朝向侧储存仓腔

室的门122和流出排气出口234。这样的布置可以改善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泵/净化循环期

间的污染物去除。而且，当门122被移除时，气体可以流过侧储存仓腔室121，以阻止EFEM腔

室114C内的气体进入侧储存仓腔室121。

[0058] 由于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被密封并且提供与EFEM腔室114C分离的其自身环境，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被密封并从侧储存仓120移除以用于另一处

理位置(例如，通过图1B的进出门164)。另一侧储存仓腔室接着可以装载到侧储存仓120中

并用以将基板传送到EFEM  114和/或从EFEM  114接收基板。以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使用额外

的侧储存仓腔室向EFEM  114提供无限量的基板储存。

[0059] 如图2A所示，开口238设置在EFEM  114和侧储存仓120的外壳202之间的面板160

中。当耦接到EFEM  114时，开口238允许侧储存仓120内的侧储存仓腔室121周围的区域与

EFEM  114共享环境。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外壳202可包括单独的排气出口(未示出)。在一或

多个实施方式中，可提供另外的门(未示出)以密封开口238并将侧储存仓120与EFEM  114隔

离。

[0060] 在图2A的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120和/或EFEM  114包括侧储存仓腔室门开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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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侧储存仓腔室门开启器240可移除侧储存仓腔室121的门122以提供对储存构件218和/

或储存于上面的任何基板220的进出。侧储存仓腔室门开启器240可以具有一或多个连接器

(未示出)，所述连接器连接到连接器板242，连接器板242配置以接触并连接到侧储存仓腔

室121的门122。连接器可以是，例如，抽吸型装置、真空装置等。可以使用能够连接到并保持

侧储存仓腔室门122的其他合适类型的连接器装置。锁定机构(未示出)可用以锁定门122，

因此门122不会不经意地打开，并且连接器板242可包括合适的解锁机构(未示出)。

[0061] 门开启器240可包括，例如，线性滑动件244和驱动系统246，允许连接器板242和门

122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缩回或者连接器板242和门122朝向侧储存仓腔室121移动。驱动系

统246可包括合适的马达和传动机构，以引起朝向和远离侧储存仓腔室121的运动。可以使

用任何合适类型的门解锁和抓握机构来抓住和打开侧储存仓腔室的门122。

[0062] 门122的下降可以通过升降机248完成。升降机248可包括用于提供连接器板242和

侧储存仓腔室的门122的垂直运动的任何合适的机构。例如，升降机248可包括线性轴承组

件250，线性轴承组件250包括轴承滑动件、导轨等(未示出)。例如，线性轴承组件250可以耦

接到位于驱动系统246内的垂直致动器(未单独示出)。如果门122已经通过门开启器240从

侧储存仓腔室121移除，则垂直致动器的致动导致连接器板242和侧储存仓腔室121的门122

升高或降低。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垂直致动器类型，例如液压、气动、电动或类似类型。

[0063] 在操作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通过进出门164(图1)装载到储存仓120中。在图

2A的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定位在基座210上，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座可具有一或

多个对准(registration)特征(未示出)，对准特征提供侧储存仓120内的侧储存仓腔室121

的对准。

[0064] 一旦装载在侧储存仓120内，可以使用惰性和/或非反应性气体(例如N2、Ar等)以

在侧储存仓腔室121内提供非反应性环境，来泵/净化侧储存仓腔室121等。例如，诸如N2的

热气体可以流过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入口232、流过储存于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任何基板

上、并流出侧储存仓腔室121的排气出口234。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环

境可具有与EFEM114内的环境不同(例如，更高)水平的纯度。

[0065] 门开启器240可用以打开侧储存仓腔室121以存取储存构件218和/或储存在储存

构件218上的任何基板。例如，连接器板242可以接触、接合、解锁和/或移除侧储存仓腔室

121的门122，并使用线性滑动件244和驱动系统246将门122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缩回，如图

2D所示。之后，可以使用线性轴承组件250和驱动系统246降低门122，例如，如图2E所示。

[0066] 在门122不影响(out  of  the  way)开启器238的情况下，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

机器人叶片222可将基板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121中或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移除基板。在图

2E所示的实施方式中，机器人叶片222可以存取储存构件218的下方子群组218b。或者，索引

器208可以降下侧储存仓腔室121，如图2F所示，以存取储存构件218的上方子群组218a。

[006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侧储存仓腔室121的门122打开期间和/或在将基板装载到

侧储存仓腔室121中或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移除基板期间，净化气体，例如惰性和/或非反应

性气体，可以使用气体分配系统236流过侧储存仓腔室121，以防止EFEM  114的环境进入侧

储存仓腔室121并可能潜在地污染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121中的任何基板。例如，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可以在侧储存仓腔室121中保持比在EFEM  114中更高的压力。

[0068] 当多个基板装载到侧储存仓腔室121中或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移除时，侧储存仓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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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121可以保持打开，或者可以在任何基板传送操作进入侧储存仓腔室121或自侧储存仓腔

室121的基板传送操作之后关闭侧储存仓腔室121。

[006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机器人叶片222可以不使用垂直运动

来将基板传送到侧储存仓腔室121和从侧储存仓腔室121传送基板。用于基板传送的任何垂

直运动可以由索引器208提供。或者，EFEM  114的机器人叶片222可以提供一些垂直运动。在

其他实施方式中，机器人叶片222可以通过使用机器人叶片222的垂直运动而不使用索引器

208来存取侧储存仓腔室121的所有储存构件218。

[0070] 如上所述，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从侧储存仓120移除。这允许容易维护和清洁侧

储存仓腔室121并且能够快速地向EFEM  114添加更多储存。

[0071] 图3示出了根据本文提供的实施方式的处理电子装置处理系统内的基板的方法

300。参照至图3，在方块302中，方法300包括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具有设

备前端模块腔室的设备前端模块、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的前部的一或多个装载端口，每个

装载端口被配置以支撑基板载体、以及耦接到设备前端模块的侧面的可索引侧储存仓。例

如，图1A标出电子装置处理系统100，电子装置处理系统100包括具有EFEM腔室114C的

EFEM114、支撑基板载体116的装载端口115、以及可索引侧储存仓120(例如，侧储存仓120内

的侧储存仓腔室121可以升高或降低)。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侧储存仓120包括外壳202，外壳

202具有密封表面168，密封表面168配置成耦接到EFEM  114。具有主体216的侧储存仓腔室

121可以设置在侧储存仓120内，所述主体216具有多个垂直间隔的储存构件218(每一个经

配置以支撑基板)。侧储存仓120可包括索引器208，索引器208可操作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

仓腔室121，使得通过EFEM  114中的装载-卸除机器人117可存取储存构件218的不同子群

组。

[0072] 在方块304中，方法300包括使用设备前端模块内的机器人取出位于侧储存仓腔室

的储存构件中的一个储存构件上的基板。例如，侧储存仓腔室121的门122可以使用门开启

器240移除并降低以提供对储存构件218的存取。可以接着使用EFEM  114内的机器人117的

机器人叶片222来取出位于侧储存仓腔室121的储存构件218中的一个储存构件上的基板

(例如，图2B中的基板220)。在一或多个实施方式中，当门122被移除时，净化气体可以流过

侧储存仓腔室121。

[007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储存构件218可包括25或26个基板储存构件的多个子群组，并

且索引器208可用以垂直地移动侧储存仓腔室121，使得储存构件的不同的25或26个基板的

子群组可由EFEM  114的机器人叶片222存取。

[0074] 在方块306中，方法300包括使用机器人将基板从侧储存仓腔室转移到设备前端模

块腔室。例如，可以使用EFEM  114的机器人117的机器人叶片222从侧储存仓腔室121移除基

板220，并且将基板传送到EFEM腔室114C(图2E)。例如，取出基板220可以包括使用索引器

208将侧储存仓腔室121定位在机器人叶片222的适当高度处。

[007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方块308中，方法300包括在从侧储存仓腔室移除基板之后

密封侧储存仓腔室。例如，在将基板从侧储存仓腔室121转移到EFEM腔室114C之后，门开启

器240可以将门122抬起并移回到侧储存仓腔室121。

[0076] 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将基板储存在侧储存仓120内。例如，图4示出了将基板储存

在侧储存仓中的方法400。参照至图4，方块402包括提供电子装置处理系统，电子装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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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具有EFEM、一或多个装载端口和可索引侧储存仓，所述侧储存仓包括侧储存仓腔室。方

块404包括移除侧储存仓腔室的门以提供对EFEM机器人的存取。方块406包括使用EFEM机器

人将基板从EFEM腔室转移到侧储存仓腔室。这可以包括在移除侧储存仓腔室的门的期间

和/或在基板传送操作期间，使净化气体流过侧储存仓腔室，和/或索引侧储存仓腔室(例

如，升高或降低侧储存仓腔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在将基板储存在侧储存仓腔室中之

后密封侧储存仓腔室(方块408)。

[0077] 控制器106(图1A)可以经由环境控制系统118控制环境条件以满足环境先决条件。

例如，在打开侧储存仓腔室121的一个或多个基板载体的门或门122中的任何一个之前，可

以发生控制环境条件以满足基板载体和/或侧储存仓腔室121内的环境先决条件。在允许打

开一或多个基板载体的门、侧储存仓腔室121的门122、或一或多个装载锁定腔室中的任何

一个装载锁定腔室中的任何一者之前，也可控制EFEM  114中的环境条件以满足环境先决条

件。

[0078] 以上描述提供了本文的示例实施方式。因此，虽然已结合示例实施方式来提供本

文，但应理解，其他实施方式和等同物可落入由以下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文的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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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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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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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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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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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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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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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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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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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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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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