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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價文）

- 用於雷射鑽孔基板之犧牲覆蓋層及其方法

丫 SACRIFICIAL COVER LAYERS FOR LASER DRILLING

SUBSTRATES AND METHODS THEREOF

【相關申請案之交叉引用】

【0001】 本申請案主張2012年11月29日申請之美國臨時專 

利申請案第61/730,994號；2013年4月25日申請之美國臨時 

專利申請案第61/815,864號；及2013年4月30日申請之美 

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817,444號之優先權。該等臨時申請 

案以引用的方式全文倂入本文中。

【技朧域】

【0002】本說明書大體上係關於製造具有成形孔洞之薄基 

板，且更特定言之，係關於使用犧牲覆蓋層對薄基板進行雷 

射鑽孔之方法，及用於在基板及犧牲覆蓋層中形成孔洞之工 

件。

［先前技術］

【0003】 可藉由諸如雷射加工、光加工、直接模製、放電加

- 工及電漿/反應蝕刻之方法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該等玻璃 

、 物件可用於多種電氣裝置中，該等電氣裝置諸如在矽微晶片

與有機基板之間引導電信號之中介片。此外，玻璃物件可用 

於生命科學應用中，諸如用於數位聚合酶鏈反應（dPCR）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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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

【0004】 在雷射鑽孔方法中，UV雷射之脈衝被引導至玻璃物 

件中之預定位置，藉此在玻璃物件中之預定位置形成孔洞。 

可基於玻璃物件中孔洞之所需深度確定各預定位置處施加之 

脈衝數。可使用視情況選用之蝕刻過程修改藉由雷射鑽孔形 

成之孔洞之直徑。在蝕刻過程中，在藉由雷射於玻璃物件中 

鑽出孔洞後，諸如藉由噴霧或浸漬將蝕刻溶液塗覆至玻璃物 

件之表面。可基於玻璃物件中孔洞之所需直徑確定曝露時 

間' 溫度、濃度及蝕刻溶液之化學性質。

【0005】 在玻璃物件中直接進行雷射鑽孔可能產生缺陷，諸 

如在雷射入射至玻璃物件上之進入孔(entrance hole)處產生 

微裂紋或「裂縫」。最佳化雷射曝露條件(諸如光束品質、光 

束焦點、脈衝速率及脈衝能量)可減少進入孔中之缺陷數。 

然而，現行方法不能產生具有可接受之低缺陷量之小直徑孔 

洞，當小直徑孔洞相對間隔較遠時尤其如此。在此情形中， 

進入孔可能更易於破裂，且在蝕刻期間即使圓形度之最微小 

不規則性亦可能擴大，從而產生具有不可接受之圓形度之孔 

洞的玻璃物件。

【0006】 因此，需要用於在玻璃物件(諸如薄玻璃)中形成 

孔洞之替代性方法，該方法不會引起進入孔破裂，雷射在該 

等進入孔處入射至玻璃物件上。

【發明內容】

【0007】 在第一態樣中，揭示一種藉由鑽孔在基板中形成複 

數個精密孔(precision hole)之方法。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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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覆蓋層貼附至基板表面；將雷射束定位在相對於基板及 

對應於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一者之所需位置的預定位置 ； 

藉由將雷射束重複脈衝發送至預定位置來在犧牲覆蓋層中形 

成通孔；及將雷射束脈衝發送至犧牲覆蓋層中之預定位置處 

形成之通孔中，藉此產生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一者，其中 

藉由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該一者之所需深度確定施加至基 

板之脈衝數。

【0008】 第二態樣包括如第一態樣之方法，其中在基板中形 

成該等複數個精密孔後移除犧牲覆蓋層。

【0009】 第三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該方法 

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移除犧牲覆蓋層後蝕刻基板。

【0010】 第四態樣包括如第一態樣及第二態樣之方法，該方 

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基板中產生該等複數個精密孔後 

蝕刻基板。

【0011】 第五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雷 

射束之波長爲約355 nm，脈衝持續時間介於約10奈秒與約 

50奈秒之間，重複頻率介於約1 kHz與約150 kHz之間，且 

數値孔徑介於約0.02與約0.4之間。

【0012】 第六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該方法 

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將導電材料塗覆於該等複數個精密孔 

中之一或多個精密孔。

【0013】 第七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犧 

牲覆蓋層與基板表面之間的界面實質上不含氣隙。

【0014】 第八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該方法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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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貼附步驟之前清潔基板及犧牲覆蓋

Ο

【0015】 第九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犧 

. 牲覆蓋層與基板係藉由直接物理接觸來貼附。

【0016】 第十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該方法
¥

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將犧牲玻璃覆蓋層附著至基板表面 

之前向犧牲玻璃覆蓋層及基板表面中之至少一者塗覆流體。

【0017】 第十一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其中 

犧牲覆蓋層係由玻璃製成。

【0018】 第十二態樣包括如第十一態樣之方法，其中犧牲覆 

蓋層之厚度爲約50 jim至約500 pm。

【0019】 第十三態樣包括如第一態樣至第十態樣之方法，其 

中犧牲覆蓋層係由聚合物製成。

【0020】 第十四態樣包括如第十三態樣之方法，其中藉由將 

液體聚合物材料塗覆於基板表面來將犧牲覆蓋層貼附至基板 

表面。

【0021】 第十五態樣包括如第十四態樣之方法，該方法進一 

步包含以下步驟：使液體聚合物材料固化。

【0022】第十六態樣包括如第十三態樣至第十五態樣之方 

法5其中犧牲覆蓋層之厚度小於約100卩m。

【0023】 第十七態樣包括如第十三態樣之方法，其中藉由向 

~ 基板表面塗覆聚合物膠帶來將犧牲覆蓋層貼附至基板表面。

【0024】第十八態樣包括如第十三態樣至第十七態樣之方 

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藉由向犧牲覆蓋層塗覆溶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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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來自基板表面移除犧牲覆蓋層。

【0025】第十九態樣包括如第一態樣至第十二態樣之方法 ， 

其中藉由凡得瓦爾力(Van der Waals attraction)將犧牲覆蓋 

. 層貼附至基板表面。

【0026】 第二十態樣包括如第十九態樣之方法，其中由凡得 

瓦爾力提供之結合能在約30 mJ/n?至約100 mJ/η?之間。

【0027】 第二十一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其 

中犧牲覆蓋層之熱膨脹係數與基板之熱膨脹係數不同。

【0028】第二十二態樣包括如第十九態樣至第二十一態樣之 

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藉由加熱犧牲覆蓋層及 

基板使得犧牲覆蓋層與基板分離來自基板表面移除犧牲覆蓋 

層。 (

【0029】第二十三態樣包括如第十九態樣至第二十二態樣之 

方法，其中犧牲覆蓋層之厚度爲約50卩m至約500 μπι °

【0030】第二十四態樣包括如第一態樣至第九態樣之方法 ， 

其中犧牲覆蓋層包含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

【0031】 第二十五態樣包括如第二十四態樣之方法，其中藉 

由噴墨印刷、噴泡印刷、噴塗、旋塗或手工塗覆將犧牲覆蓋 

層貼附至基板表面。

【0032】第二十六態樣包括如第二十四態樣及第二十五態樣 

之方法，其中犧牲覆蓋層之厚度小於約100 μιη °

- 【0033】第二十七態樣包括如第二十四態樣至第二十六態樣

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藉由向犧牲覆蓋層塗 

覆溶劑來自基板表面移除犧牲覆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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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第二十八態樣包括如前述態樣中任一項之方法，該 

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在將犧牲覆蓋層貼附至基板後， 

將犧牲覆蓋層及基板定位於墊圈(carrier ring )中。

【0035】 第二十九態樣包括如第二十八態樣之方法，其中基 

板係藉由凡得瓦爾力結合至墊圈。

【0036】第三十態樣包括如第二十八態樣及第二十九態樣之 

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使基板與墊圈永久地結 

合。

【0037】 第三十一態樣係關於具有精密孔之工件。該工件包 

括：基板，該基板中形成有精密孔，其中各精密孔之縱軸沿 

基板之厚度方向延伸；及犧牲覆蓋層，該犧牲覆蓋層以可分 

離方式貼附至基板表面，使得犧牲覆蓋層可降低精密孔之不 

規則性，其中犧牲覆蓋層包含通孔，各通孔之縱軸與相應精 

密孔之縱軸對準。

【0038】 第三十二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之工件，其中犧 

牲覆蓋層包含玻璃。

【0039】 第三十三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之工件，其中犧 

牲覆蓋層包含聚合物。

【0040】第三十四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及第三十二態樣 

之工件，其中犧牲覆蓋層係藉由凡得瓦爾力貼附至基板。

【0041】 第三十五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之工件，其中犧 

牲覆蓋層包含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

【0042】第三十六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至第三十五態樣 

之工件，其中基板表面不含雷射引起之自該等複數個精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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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一者延伸超過5卩m之微裂紋。

【0043】第三十七態樣包括如第三十一態樣至第三十五態樣 

之工件，其中在脈衝發送雷射束後，玻璃物件表面上該等複 

. 數個精密孔中之個別精密孔之平均進口直徑爲約10卩m至約

20 μιη，且在脈衝發送雷射束後，縱向上與表面相對之位置處*
的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個別精密孔之平均底部直徑爲約5 

卩m至約10 μηι。

【0044】本文中所描述之實施例之其他特徵及優點將闡述於 

以下實施方式中，且將在某種程度上由熟習此項技術者自實 

施方式容易地顯而易知或藉由實踐本文中所描述之實施例 

（包括以下實施方式、申請專利範圍以及隨附圖式）而發現。

【0045】 應理解，上述一般說明及以下實施方式均描述各種 

實施例且意欲提供槪述或架構以便理解所主張標的之性質及 

特性。包括隨附圖式以提供對各種實施例之進一步理解且將 

隨附圖式倂入本說明書中且構成本說明書之一部分。圖式說 

明本文中所描述之各種實施例，且與說明一起用於解釋所主 

張標的之原理及操作。

【圖式簡單說明】

【0046】第1Α圖示意性描述雷射鑽孔方法中使用之組件之 

側視圖，該雷射鑽孔方法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 

或多個實施例之犧牲玻璃覆蓋層；

' 【0047】第1Β圖示意性描述雷射鑽孔方法中使用之玻璃物

件之俯視圖，該雷射鑽孔方法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 

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之犧牲玻璃覆蓋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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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第2A圖示意性描述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 

或多個實施例之犧牲覆蓋層、玻璃物件及墊圈之分解透視圖；

【0049】第2B圖示意性描述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 

或多個實施例之雷射加工玻璃物件及墊圈之分解透視圖；

【0050】第2C圖示意性描述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 

或多個實施例之犧牲覆蓋層、複數個堆疊玻璃物件及墊圈之 

分解透視圖；

【0051】 第3圖示意性描述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 

多個實施例之犧牲覆蓋層之分解透視圖，該犧牲覆蓋層之熱 

膨脹係數與玻璃物件之熱膨脹係數不同；

【0052】第4圖示意性描述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雷射鑽 

孔方法中所用組件之側視圖；

【0053】第5A圖爲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鑽孔製造之孔洞直 

徑之直方圖；

【0054】第5B圖爲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鑽孔製造之孔洞圓 

度之直方圖；

【0055】第5C圖爲玻璃物件中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 

一或多個實施例製造之孔洞直徑之直方圖；

【0056】第5D圖爲玻璃物件中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

一或多個實施例製造之孔洞圓度之直方圖；

【0057】 第6A圖爲第20圖中展示之玻璃物件中孔洞直徑之 

直方圖，該孔洞係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 

實施例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製造；

【0058】 第6B圖爲第20圖中展示之玻璃物件中孔洞圓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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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圖，該孔洞係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 

實施例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製造 ；

【0059】 第7A圖爲玻璃物件中孔洞直徑之直方圖，該孔洞 

係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之顏料或 

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製造；

【0060】第7B圖爲玻璃物件中孔洞圓度之直方圖，該孔洞係 

使用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之顏料或基 

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製造；

【0061】 第8A及8B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500卩m厚的玻 

璃之俯視圖，其中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不使用犧 

牲覆蓋層；

【0062】 第8C及8D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500卩m厚的玻 

璃之底視圖，其中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不使用犧 

牲覆蓋層；

【0063】 第9A及9B圖分別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300卩m厚

的玻璃之側視圖，其中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不使 

用犧牲覆蓋層；

【0064】 第10A及10B圖分別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300 μπι 

厚的玻璃之側視圖，其中孔洞係藉由皮秒脈衝雷射形成且不 

使用犧牲覆蓋層；

【0065】 第11圖展示蝕刻後700卩m厚的玻璃之俯視圖，其 

中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不使用犧牲覆蓋層；

【0066】 第12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 

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以100 pim及200卩m間距形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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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犧牲覆蓋層；

【0067】 第13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其中孔洞係藉由 

奈秒脈衝雷射以300卩m及400卩m間距形成，其中不使用犧 

牲覆蓋層；

【0068】 第14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間 

距爲250卩m之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其中不使用犧 

牲覆蓋層；

【0069】 第15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 

洞間距在250 pim與340 |im之間的30 |im孔洞係藉由奈秒脈 

衝雷射形成，其中不使用犧牲覆蓋層；

【0070】 第16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 

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孔洞間距爲250卩m且根據本文 

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使用犧牲覆蓋層；

【0071】 第17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側視圖，其中盲孔係藉由 

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 

施例使用犧牲覆蓋層；

【0072】 第18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洞係使用 

犧牲玻璃覆蓋層形成且在玻璃與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 

一或多個實施例之犧牲覆蓋層之間使用空氣、水或植物油； 

-【0073】 第19圖展示蝕刻前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洞係在不 

同焦點位置處形成，其中上圖展示不使用犧牲覆蓋層之蝕刻 

後玻璃，且下圖展示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 

施例使用犧牲玻璃覆蓋層之蝕刻後玻璃；

【0074】 第20圖展示蝕刻前及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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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間距在250卩m與350 |im之間的30卩m孔洞係藉由奈秒脈 

衝雷射形成，且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 

使用50卩m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 【0075】 第21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25卩m直

徑、200卩m深度的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根據本 

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使用50卩m厚的犧牲聚 

合物覆蓋層；

【0076】 第22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25卩m直徑 

的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 

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使用不同厚度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0077】 第23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具有不同孔 

洞間距之50 μπι直徑的孔洞係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且根 

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使用50卩m厚的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

【0078】 第24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視圖，其中孔洞係在不 

同焦點位置處形成，其中上圖展示不使用犧牲覆蓋層之蝕刻 

後玻璃，且下圖展示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 

施例使用50卩m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蝕刻後玻璃 ；

【0079】 第25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左）視圖及底（右） 

視圖，其中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在 

蝕刻過程期間保持犧牲聚合物層位於頂面上 ；

' 【0080】 第26圖展示蝕刻後玻璃之俯（左）視圖及底（右）

視圖，其中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在 

蝕刻過程期間保持犧牲聚合物層位於頂面上；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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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第27A及27B圖展示玻璃基板之俯視圖及底視圖， 

其中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或多個實施例，在鑽孔過 

程期間分別使用黑色顏料及白色顏料犧牲覆蓋層 ；

. 【0082】 第28A及28B圖展示根據本文中所展示及描述之一

或多個實施例，分別使用直接鑽孔及使用顏料犧牲覆蓋層進 

行鑽孔之玻璃基板中所鑽孔洞之俯視圖；

【0083】 第29A圖展示蝕刻前玻璃基板之俯視圖，其中已移 

除顏料犧牲覆蓋層；及

【0084】 第29B圖展示蝕刻後玻璃基板之俯視圖，其中已移 

除顏料犧牲覆蓋層。

【實施方式】

【0085】 現將詳細參考本揭示案之實施例，該等實施例之實 

例說明於隨附圖式中。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圖式中始終使 

用相同元件符號表示相同或類似部件。本揭示案之方法中使 

用之組件的一個實施例展示於第1A圖中，且通常始終由元件 

符號10表示。組件通常可包括由玻璃或聚合物材料製成之犧 

牲覆蓋層，該犧牲覆蓋層以可分離方式附著至基板(諸如玻 

璃物件)表面。可將雷射束引導至犧牲覆蓋層表面上之預定 

位置，且雷射束可在犧牲覆蓋層中之預定位置形成通孔。接 

著可引導雷射束穿過犧牲覆蓋層中形成之開孔且可在玻璃物 

件中形成精密孔。接著可將犧牲覆蓋層與玻璃物件分離。如 

' 下文詳細描述，犧牲覆蓋層可防止精密孔周圍形成因雷射產 

生之微裂紋及缺陷，藉此改良蝕刻過程後精密孔之圓度 

(circularit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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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現參考第1A圖，本文中描述用於進行根據實施例 

之雷射鑽孔方法之雷射鑽孔方法10中使用之組件。雷射鑽孔 

方法10之組件通常包括基板（諸如玻璃物件200 ）、呈例如犧 

牲覆蓋層100形式之犧牲覆蓋層及雷射束400 ο下文參考第 

4、6Α、6Β及19-25圖描述呈聚合物材料形式之犧牲覆蓋層， 

且下文參考第7Α、7Β及27Α-29Β圖描述呈顏料及基於染料 

之油墨形式之犧牲覆蓋層。

【0087】 在第1Α圖中展示之實施例中，犧牲覆蓋層100與 

玻璃物件200可以可分離方式附著。玻璃物件200之組成及 

尺寸不受特定限制且係基於玻璃物件200之所需最終用途而 

選擇。玻璃物件可爲例如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玻 

璃或Code 2318玻璃或該等玻璃之類似物。此外，玻璃物件 

200可呈具有4吋、6吋、8吋或12吋直徑之晶圓形狀。或者， 

玻璃物件200可呈具有任何適用於該玻璃物件之最終用途之 

尺寸的薄片形式。玻璃物件之厚度亦可視玻璃物件之最終用 

途而變化。舉例而言，玻璃物件之厚度可爲約30 |im至約1000 

μιη、約 50 μκη 至約 700 μπι、約 1 50 μπι 至約 600 μπι 或約 300 

μπι ο儘管第1Α圖描述矩形玻璃物件，但應理解，本文中揭 

示之方法中可使用任何形狀及尺寸之玻璃物件。

【0088】犧牲覆蓋層100之組成可爲任何對雷射鑽孔敏感的 

組成。因此，犧牲覆蓋層100之組成可與玻璃物件200之組 

成相同或不同。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犧牲覆蓋層100可與 

玻璃物件200具有相同組成及尺寸。犧牲覆蓋層100之厚度 

不受特定限制。然而，在犧牲覆蓋層100中形成通孔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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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脈衝數目隨犧牲覆蓋層100之厚度增加而增加，因此較 

厚犧牲覆蓋層可增加加工時間。又，若犧牲覆蓋層100過薄， 

則難以在犧牲覆蓋層不破碎成許多片之情況下分離犧牲覆蓋 

層100。犧牲覆蓋層100之例示性厚度可爲約3 0 μιη至約700 

卩m，諸如約50 μηι至約500卩m、約150 μπι至約400 μπι或約 

300 μπι ο犧牲覆蓋層之厚度可視犧牲覆蓋層之組成而變化。 

犧牲覆蓋層100可具有任何尺寸，限制條件爲該犧牲覆蓋層 

覆蓋玻璃物件中將形成孔洞之位置。因此，犧牲覆蓋層100 

可與玻璃物件200具有相同尺寸。

【0089】玻璃物件200可經由直接物理接觸或藉由流體附著 

而以可分離方式附著至犧牲覆蓋層100。在一些實施例中，在 

犧牲覆蓋層100經由直接物理接觸而以可分離方式耦接至玻 

璃物件200時，犧牲覆蓋層100之表面112可藉由離子結合、 

共價結合及/或凡得瓦爾力而以分子學方式結合至玻璃物件 

200之表面212。與其他耦接方法相比，使犧牲覆蓋層100與 

玻璃物件200以分子學方式結合可提供高度均勻之結合，且 

可產生具有較高品質之孔洞（例如碎片減少及具有良好定義 

之圓度之孔洞）。

【0090】 在實施例中，犧牲覆蓋層100之表面112及玻璃物 

件200之表面212均可爲光滑的、具有低粒子計數且實質上 

不含有機物或其他物質。由分子鍵提供之結合能（諸如凡得 

瓦爾力）應足以保持犧牲覆蓋層100與玻璃物件200在雷射 

鑽孔過程中始終呈耦接關係。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結合能 

可介於約30 mJ/m2與約100 mJ/m2之間以保持犧牲覆蓋層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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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玻璃物件200在雷射鑽孔過程期間呈耦接關係。表面112、 

212可爲光滑的以使得能夠在雷射鑽孔過程中始終保持分子 

結合。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犧牲覆蓋層100之表面112及 

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12可具有在熔融-拉伸玻璃基板 

（fusion-drawn glass substrate ）（諸如 Corning EAGLE XG®） 

中可見之表面平滑度。應理解，可使用其他玻璃基板。

【0091】可在彼此附著之前清潔犧牲覆蓋層100及玻璃物件 

200之表面以使犧牲覆蓋層100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任何間 

隙最小化。在實施例中，表面112、212應實質上不含直徑爲 

約1卩m或1卩m以上之粒子。可使用任何已知或尙待硏發之 

清潔方法。非限制性清潔方法包括RCA標準清潔1（「SC1」）、 

RCA標準清潔2 （「SC2」）、SC1加SC2及稀HF，該等方法通 

常用於半導體工業中。

【0092】 如上所述，可藉由流體附著來提供犧牲覆蓋層100 

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附著。例示性流體附著可包括以下步 

驟：在玻璃物件200及犧牲覆蓋層100中之一者或兩者上塗 

覆薄的水層或油層，及藉由範德瓦爾斯相互作用使玻璃物件 

200附著至犧牲覆蓋層100。用於使玻璃物件200與犧牲覆蓋 

層100彼此附著之油不受特定限制且可包括來自Cargille 

Laboratories之光學指數匹配流體、植物油、菜籽油、花生油 

或該等油之類似物。

【0093】 再參考第1A圖，犧牲覆蓋層100與玻璃物件200 

之間可存在間隙300。應理解，出於說明性目的而放大第1A 

圖中的間隙300之厚度，且間隙300 （若存在）之厚度不受第 

PI-19147 15



201429597

1A圖中描述之間隙300限制。間隙可爲較薄的，諸如小於50 

卩m，或甚至小於10卩m，諸如小於1卩m。間隙300可爲當玻 

璃物件200與犧牲覆蓋層100藉由直接物理接觸附著時形成 

之氣隙。在犧牲覆蓋層100以分子學方式結合至玻璃物件200 

之實施例中，可能實質上不存在間隙300 °或者，當玻璃物件 

200與犧牲覆蓋層100經由流體附著而附著時，可用油或其他 

提供附著之流體塡充間隙300。

【0094】 現參考第2A及2B圖，在一些實施例中，耦接之犧 

牲覆蓋層100與玻璃物件200可附著至墊圈50或安置於該墊 

圈中，以便在雷射通孔加工之前、在雷射通孔加工期間及在 

雷射通孔加工之後在玻璃物件200 （及犧牲覆蓋層100）周圍 

提供增強之支撐。第2A圖描述犧牲覆蓋層100、玻璃物件200 

及墊圈50之分解圖，而第2B圖描述在雷射加工及移除犧牲 

覆蓋層100後玻璃物件200及墊圈50之分解圖。墊圈50可 

在雷射鑽孔、穿孔塡充、測試及裝運期間提供額外剛性。

【0095】 通常，可由玻璃製成之墊圈50例如包含界定開口 

51之環。開口 51在雷射加工期間以及在後續加工步驟（例如 

蝕刻）期間提供對玻璃物件200之兩個表面之近接。開口 51 

亦在金屬化過程（亦即用導電材料填充穿孔之過程）後，在 

玻璃物件200之測試期間提供對玻璃物件200之兩個表面之 

近接。墊圈50之厚度應使得該墊圈對由犧牲覆蓋層100及玻 

璃物件200界定之工件提供足夠剛性。在一個非限制性實例 

中，墊圈50之厚度爲約0.7 mm。應理解，可使用其他墊圈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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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玻璃物件200可藉由任何適當手段附著至墊圈50。 

在實施例中，如上文所描述，玻璃物件200可藉由黏著劑或 

藉由凡得瓦爾力黏著至墊圈50。在一些實施例中，可能需要

. 提供墊圈50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永久結合。舉例而言，可

以可移除方式將玻璃物件200與墊圈50耦接（例如藉由凡得■
瓦爾力）且接著加熱至能夠使玻璃物件200與墊圈50永久結 

合之溫度。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墊圈50可在後續分離過程 

期間與玻璃物件200分離。

【0097】 尤其在薄玻璃物件（例如小於100 μηι）情況下，墊 

圈50可提供更好的玻璃物件操作。作爲實例，可自玻璃物件 

200移除犧牲覆蓋層100同時使玻璃物件200仍附著至墊圈 

50，使得可將玻璃物件-墊圈總成裝運至目的地（例如客戶或 

後續製造加工位置），從而增強裝運期間之可靠性。可在玻璃 

物件200附著至墊圈50時對該玻璃物件進行其他加工步驟。 

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可在玻璃物件200仍附著至墊圈50時 

將導電材料塡充至雷射鑽出之通孔中以提供穿孔。

【0098】 現參考第2C圖，可將若干個薄玻璃物件200Α、200Β

及200C （或基板）以堆疊、疊層配置形式結合在一起，以便 

增加輸送量及藉由同時雷射加工一個以上玻璃物件來降低製 

造成本。第2C圖示意性描述附著至三個玻璃物件200A-200C 

之堆疊之犧牲覆蓋層100之分解圖，該堆疊附著至墊圈50。 

堆疊（亦即疊層）之玻璃物件200A-200C可藉由上述方法（例 

如流體附著、由凡得瓦爾力進行之分子結合及該等方法之類 

似方法）結合。應理解，可提供超過或少於三個堆疊之玻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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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200A-200C。應理解，在實施例中，可在不使用墊圈50 

情況下將若干玻璃物件以疊層設置配置。如上所述，犧牲覆 

蓋層100與玻璃物件200A-200C可設置成相同部件(亦即該 

犧牲覆蓋層與該等玻璃物件可具有相同組成及尺寸)。

【0099】可基於玻璃物件之所需用途而在形成孔洞之前確定 

待在玻璃物件200中形成之孔洞之所需位置或圖案。參考第 

1A圖，雷射束400可經定位以入射至犧牲覆蓋層100之頂面

110。雷射束400可定位於犧牲覆蓋層100頂面上與玻璃物件 

200中之孔洞之預定位置對應的位置。

【0100】 雷射束400可爲任何具有能夠在犧牲覆蓋層100及 

玻璃物件200中鑽孔之光學性質的雷射束。在一個實施例中， 

雷射束400可爲紫外線(UV)雷射束，該紫外線雷射束爲三 

倍頻率的經佥女摻雜之釧，酸£乙(yttrium orthovanadate) 

(Nd:YVO4)雷射，該雷射在約355 nm波長下發射。雷射束 

可經由非線性吸收機制與玻璃相互作用，使玻璃材料氣化且 

產生電漿，該電漿使材料自玻璃射出，藉此形成孔洞。儘管 

上文描述Nd:YVO4雷射，但應認識到，可使用任何能夠在犧 

牲覆蓋層中形成通孔之雷射。入射至犧牲覆蓋層100上之雷 

射束400之數値孔徑可介於0.01與0.5之間，諸如介於0.02 

與0.4之間、介於0.05與0.3之間、介於0.06與0.2之間且 

較佳爲0.07 θ雷射束相對於犧牲覆蓋層頂面之焦點可在頂面 

之約200 μηι內，諸如在頂面之約100 μπι內或在頂面之約50 

μπι 內。

【0101】參考第1Α圖，可在預定位置脈衝發送雷射束400 

PI-19147 18



201429597

以在犧牲覆蓋層100中形成通孔120。脈衝持續時間可爲約 

10奈秒至約40奈秒，或約25奈秒至約35奈秒，或約30奈 

秒。脈衝之重複頻率可介於1 kHz與150 kHz之間，諸如介於 

1 kHz與75 kHz之間，或介於1 kHz與15 kHz之間。在犧牲 

覆蓋層100中形成通孔所需之脈衝數將視犧牲覆蓋層100之 

厚度而變化。對於許多玻璃類型，每個雷射脈衝可形成約0.75 

卩m孔洞深度。因此，在300卩m厚的玻璃中形成通孔可能需 

要約400個脈衝，在400 |im厚的玻璃中形成通孔可能需要約 

675個脈衝，且在700 μηι厚的玻璃中形成通孔可能需要約950 

個脈衝。可脈衝發送在犧牲覆蓋層100中形成通孔所需之任 

何次數之雷射束。

【0102】可將雷射束400脈衝發送至犧牲覆蓋層中之通孔 

120中，藉此使玻璃物件200在預定位置處曝露於雷射束，其 

中犧牲覆蓋層中之通孔120係在該預定位置處形成。可將雷 

射束400以任何次數脈衝發送至通孔中以在玻璃物件中形成 

孔洞210。儘管第1Α圖描述盲孔210 （例如不完全延伸穿過 

玻璃物件之孔洞），但應理解，玻璃物件中孔洞210之深度視 

施用於玻璃物件之脈衝數而定且不受限制。舉例而言，玻璃 

物件200中之孔洞可爲通孔，或可爲具有任何所需深度之盲 

孔。

【0103】 第1Β圖爲自玻璃物件移除犧牲覆蓋層之前犧牲覆 

蓋層100之俯視圖，該犧牲覆蓋層中已鑽出多個精密孔。通 

孔120可藉由將雷射束400 （第1Α圖中展示）脈衝發送至犧 

牲覆蓋層100之表面110來形成。通孔120可貫穿犧牲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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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100且該等通孔之縱軸可與玻璃物件中形成之孔洞210之 

縱軸對準（第1A圖中展示）。

【0104】 在實施例中，可藉由上述方法產生犧牲覆蓋層中之 

. 多個通孔及玻璃物件中之多個孔洞。雷射可定位於一個預定 

位置且在該預定位置處形成犧牲覆蓋層中之通孔及玻璃物件 

中之孔洞，隨後將雷射置放於不同的預定位置。或者，雷射 

可首先在多個預定位置形成犧牲覆蓋層中之通孔，且接著返 

回至犧牲覆蓋層中通孔之位置以形成玻璃物件中之孔洞。

【0105】 可在形成玻璃物件中之孔洞後移除犧牲覆蓋層。可 

藉由任何適合方法移除犧牲覆蓋層，該適合方法諸如撬開或 

物理上分離犧牲覆蓋層與玻璃物件，或塗覆溶劑以移除任何 

用於使犧牲覆蓋層附著至玻璃物件之流體。

【0106】 在一些實施例中，可選擇犧牲覆蓋層100之材料使 

得該犧牲覆蓋層之熱膨脹係數與玻璃物件200之熱膨脹係數 

不同。若犧牲覆蓋層100之熱膨脹係數與玻璃物件200不同， 

則該兩個組件在加熱時將以不同速率膨脹，從而有助於在不 

造成損害之情況下移除犧牲覆蓋層100。現參考第3圖，所選 

擇用於犧牲覆蓋層100之材料之熱膨脹係數大於玻璃物件 

200之熱膨脹係數。犧牲覆蓋層100之分離描述於上文中。舉 

例而言，在實施例中，藉由加熱犧牲覆蓋層100及玻璃物件 

200使得犧牲覆蓋層100以大於玻璃物件200之速率膨脹來幫 

- 助玻璃物件200。接著可將犧牲覆蓋層100自玻璃物件200 

拉開。

【0107】在實施例中，犧牲覆蓋層亦可由聚合物材料而非玻

PI-19147 20



201429597

璃製成。因此，可在玻璃物件表面上塗覆薄的聚合物塗層或 

層。現參考第4圖，本文中描述用於進行根據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實施例之雷射鑽孔方法之雷射鑽孔方法10'中使用的組 

件。雷射鑽孔方法10'（該方法與第1A圖中描述及上文描述 

之方法10具有相似性）之組件通常包括玻璃物件200、呈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形式之犧牲覆蓋層及雷射束400。上文描 

述之犧牲覆蓋層100可由任何適合材料形成，該適合材料諸 

如玻璃、塑膠、熱塑性材料、彈性體或該等材料之類似物。 

在上文描述之一些實施例中，犧牲覆蓋層可爲犧牲玻璃覆蓋 

層 100。

【0108】 通常，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可比上述犧牲玻璃覆 

蓋層100更薄。舉例而言，在實施例中，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500之厚度可小於約50 μιη °犧牲覆蓋層之厚度減小亦可減少 

鑽孔時間。此外，由於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可以液體形式 

塗覆至玻璃物件200之表面，因此可使玻璃物件200與犧牲 

聚合物覆蓋層500之間的氣隙最小化或消除（亦即實質上不 

含間隙）。如下文更詳細描述，可藉由溶劑、蒸汽法、剝離及 

其他方法容易地移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 °

【0109】 玻璃物件200之組成及尺寸可如上文所描述、不受 

特定限制且基於玻璃物件200之所需最終用途來選擇。玻璃 

物件可爲例如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玻璃或Code 

2318玻璃或該等玻璃之類似物。另外，玻璃物件200可呈具 

有4吋、6吋、8吋或12吋直徑之晶圓形狀。或者，玻璃物 

件200可呈具有任何適用於該玻璃物件之最終用途之尺寸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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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形式。玻璃物件之厚度亦可視該玻璃物件之最終用途而 

變化。舉例而言，玻璃物件之厚度可爲約30卩m至約1000 

μπι、約50 μιη至約700 μιη、糸勺150 μπι至約600 μιη或爲約 

300 μιη。儘管第4圖描述矩形玻璃物件，但應理解，本文中 

揭示之方法中可使用任何形狀及尺寸之玻璃物件。

【0110】 在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05上塗覆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500使得該玻璃物件之表面與該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間的 

間隙最小化或消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可由使得雷射束 

在雷射束所削磨之狹窄通道內光導或限制的任何材料製成。 

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可爲任何可在實質上無氣隙情況下塗覆至 

玻璃物件之表面205、可在雷射束之波長（例如355 nm）下 

削磨且可自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05移除而無實質殘餘的材 

料。在一些實施例中，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折射率實質 

上等於玻璃物件200之折射率。在其他實施例中，犧牲聚合 

物覆蓋層500之折射率與玻璃物件200之折射率不同。

【0111】 在實施例中，聚合物材料可以液體形式塗覆至玻璃 

物件200之表面205且接著進行固化（例如藉由UV固化、熱 

處理或乾燥）。以液體形式塗覆聚合物材料可使例如犧牲聚合 

物覆蓋層500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氣隙最小化或消除。液 

體聚合物材料可藉由任何適當方法塗覆，該適當方法包括（但 

不限於）網版印刷、狹縫塗佈或旋塗方法。通常，本文中所 

描述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厚度均勻性小於10 μπι ο然 

而，應理解實施例不限於此。

【0112】 在實施例中，可使用UV可固化光學結合劑作爲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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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材料。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可使用 

由 Summers Optical of Hatfield, PA 製造之 P-92 型 Lens Bond 

作爲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可使用其他UV可固化聚合物材 

料，且本文中所描述之實施例不限於任何特定聚合物材料調 

配物。應注意，亦評估由Heerlen, the Netherlands之DSM製 

造之DSM 950-076且證實該材料爲可有效用作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500之聚合物材料。可藉由曝露於UV光來固化UV可固 

化材料，從而在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05上形成犧牲聚合物 

覆蓋層500 °

【0113】 亦可使用其他形式之聚合物材料。舉例而言，犧牲 

聚合物覆蓋層500可以黏著至玻璃物件205之表面205之聚 

合物膠帶、薄膜或層合物形式塗覆。其他聚合物材料可包括 

（但不限於）由 Greenock, Scotland, UK 之 British Polythene 

Industries, Ltd.製造之 Visqueen ；由 Chungbuk, South Korea 

之 Seil Hi-Tec Co. Ltd.製造之 ANT35 膠帶；由 Tokyo, Japan 

之 Lintec Corporation 製造之 D-611H 膠帶；及由 Osaka, Japan 

之Nitto Denko製造之SPV-AM-500膠帶。已評估以上提及之 

材料且證實該等材料可抑制所測試之玻璃物件200之表面 

205上之進入孔中的初始微裂紋及碎裂。應理解，亦可使用其 

他材料。進入孔爲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05上之雷射鑽孔區 

域。

【0114〕 參考第4圖，雷射束400可爲任何具有能夠在犧牲 

聚合物覆蓋層500及玻璃物件200中鑽孔之光學性質的雷射 

束。舉例而言，雷射束400可如上文關於第1A圖及犧牲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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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100所描述來經設置。如上文所描述，雷射束可經由非線 

性吸收機制與聚合物材料及玻璃相互作用，使聚合物材料及 

玻璃材料相繼氣化且產生電漿，該電漿自玻璃射出材料，藉 

此形成孔洞。入射至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上之雷射束400 

之數値孔徑可介於0.01與0.5之間，諸如介於0.02及0.4之 

間、介於0.05與0.3之間、介於0.06與0.2之間且較佳爲0.07。

【0115】 與上文參考第1A圖描述之雷射鑽孔方法10類似， 

可在預定位置脈衝發送雷射束400以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500中形成具有直徑dp之通孔120。脈衝持續時間可爲約10 

奈秒至約50奈秒，或約25奈秒至約35奈秒，或約30奈秒。 

脈衝之重複頻率可介於1 kHz與150 kHz之間，諸如介於1 kHz 

與75 kHz之間，或介於1 kHz與15 kHz之間。在犧牲聚合物 

覆蓋層500中形成通孔所需之脈衝數將視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500之厚度及所選材料之類型而變化。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 

使用符合以上規範之355 nm脈衝雷射且在50-150卩J脈衝能 

量下在由P92型Lens Bond製成之50卩m厚的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中鑽孔需要約20個雷射脈衝。

【0116】 可將雷射束400脈衝發送至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 

中之通孔520中，藉此使玻璃物件200在預定位置處曝露於 

雷射束，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中之通孔120係在該預定位 

置處形成。可將雷射束400以任何次數脈衝發送至通孔中以 

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具有直徑dg之孔洞210。在實施例中，直 

徑dp實質上等於直徑dg。在其他實施例中，直徑dp大於直徑 

扁。作爲實例且非限制地，直徑dp可小於直徑史之兩倍。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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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第4圖描述盲孔210 （例如不完全延伸穿過玻璃物件200 

之孔洞），但應理解，玻璃物件200中孔洞210之深度視施用 

於玻璃物件200之脈衝數而定且不受限制。舉例而言，玻璃 

物件200中之孔洞210可爲通孔，或可爲具有任何所需深度 

之盲孔。

【0117】 可在蝕刻過程（下文中描述）之前或之後自玻璃物 

件200移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該蝕刻過程係用於蝕刻玻 

璃物件200以使雷射鑽孔210進一步成形。可藉由任何適當 

手段移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舉例而言，可將犧牲聚合物 

覆蓋層500及玻璃物件置放於熱水浴（例如約80°C至約100 

°C或其他溫度）中且浸泡一段時間，或在密閉容器中經蒸汽 

處理。接著可容易地將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自玻璃物件200 

之表面205剝離。亦可藉由將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及玻璃 

物件200浸泡於溶劑（諸如Μ甲基-2-毗咯建酮）中來移除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該溶劑可有助於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 

自表面205釋放。在其他實施例中，可在不施用溶劑或蒸汽 

情況下自玻璃物件200之表面205剝離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500。

【0118】在實施例中，犧牲覆蓋層可爲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 

油墨塗層。可藉由諸如噴墨印刷、噴泡印刷、噴塗、旋塗或 

手工塗覆（諸如用刷子或標示器）之方法容易地塗覆包含薄 

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的犧牲覆蓋層。包含薄顏料或基於染 

料之油墨的犧牲覆蓋層亦可以薄層形式塗覆。在實施例中， 

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之厚度可小於或等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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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μηι，諸如小於或等於約8 μπι °在其他實施例中，薄顏料或 

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之厚度可小於或等於約6 μιη，諸 

如小於或等於約5 pm。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不受特定限 

. 制，且根據實施例可使用任何市售染料或油墨。舉例而言， 

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可爲油漆、瓷漆、水溶性染料或顏 

料、油溶性染料或顏料、基於蠟之染料或顏料或該等物質之 

類似物。在一些實施例中，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可爲 

CRAYOLA Tempura油漆、EXPO乾擦式標記、SHARPIE永久 

性標記、CRAYOLA可洗式標記、CARTER永久性標記、 

KRYLON韌性塗層（tough-coat）丙烯酸瓷漆、光阻劑或該等 

物質之類似物。可利用任何可改變物件表面上之雷射能量的 

塗層或層。

[0119] 在使用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的實施例中，當使 

用犧牲玻璃覆蓋層或犧牲聚合物覆蓋層時，雷射鑽孔過程可 

與上述雷射鑽孔過程相同或實質上相同。舉例而言，在實施 

例中，可將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塗覆於例如基板（諸如 

玻璃物件）之一或多個表面上（舉例而言，在第1A圖中，薄 

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層可代替犧牲層100）。接著可將 

雷射集中於上面塗覆有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之基板的表 

面。可藉由雷射（諸如藉由如以上實施例中所描述脈衝發送 

雷射）在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中鑽出通孔。

' 穿過在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層中形成之通孔繼續進行雷

射鑽孔且到達基板表面，藉此在基板中形成通孔或盲孔。

【0120】 在實施例中，當雷射鑽孔完成時，可藉由任何適合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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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自基板移除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層。舉例而言，在 

一些實施例中，可藉由將經塗佈之基板置放於溫水（諸如約

75°C至約110C （諸如約80°C至約100°C ）之水）中來移除薄 

一 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在其他實施例中，用溶劑（諸如異 

_ 丙醇（IPA））擦拭基板表面以移除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 

ο

【0121】可在移除犧牲覆蓋層後對玻璃物件進行蝕刻過程以 

使雷射鑽孔進一步成形。蝕刻過程不受特定限制且可包括酸 

蝕刻。蝕刻溶液可包括氫氟酸、硝酸及乙酸中之至少一種。

若使用鹼溶液，則溶液可包括KOH、ΝΗ4ΟΗ及氫氧化四甲基 

皴（ΤΜΑΗ ）中之一或多者。或者或另外，溶液可包括添加劑， 

諸如異丙醇、過氧化氫或臭氧去離子水。在實施例中，蝕刻 

溶液可包括氫氟酸與硝酸之混合物，該混合物包括約10%至 

約30% HF及約5%至約15% ΗΝΟ3，諸如約20% HF及約10% 

ΗΝΟ3。通常，蝕刻劑之玻璃移除速率可爲約2 μιπ/min至約

20 μιη/min，諸如約 3 |im/min 至約 15 卩m/min，或約 5 |im/min

至約10 μιπ/min ο蝕刻可爲各向同性且可擴大玻璃物件中形成 

之孔洞之直徑以及降低玻璃物件之厚度。可藉由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步驟之塗覆方法來塗覆蝕刻溶液：噴霧至玻璃物 

件上，或可將玻璃物件浸沒於蝕刻溶液中。蝕刻過程之持續 

時間不受限制且可基於蝕刻溶液之蝕刻速率及玻璃物件中孔 

' 洞之所需直徑確定。

【0122】在一些實施例中，可在蝕刻過程後移除犧牲聚合物 

覆蓋層500，使得該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充當保護玻璃物件2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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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面205避免蝕刻之遮罩。因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 

可減少或消除玻璃物件200在蝕刻過程期間之薄化，但仍允 

許蝕刻過程將孔洞之直徑擴大至所需尺寸。在實施例中，選 

擇用於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聚合物材料可對蝕刻溶液（例 

如HF）具有抗性。在其他實施例中，選擇用於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500之聚合物材料可能對蝕刻溶液不具有高度抗性，但 

仍可在較短蝕刻持續時間期間提供遮罩功能。因此，聚合物 

材料可或可不調配成對蝕刻溶液具有抗性。第25圖描述蝕刻 

過程後玻璃物件（其中P-92型Lens Bond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留存於雷射進入表面（亦即頂面）上）之頂面（左）及底面 

（右）之照片。在獲取照片之前移除P-92型Lens Bond。P-92 

型Lens Bond對HF不具有高度抗性，但在蝕刻過程後保留於 

玻璃物件表面上。第26圖描述蝕刻過程後玻璃物件（其中 

HF抗性犧牲聚合物覆蓋層留存於雷射進入表面上）之頂面 

（左）及底面（右）之照片。

【0123】亦可將聚合物材料塗覆至與玻璃物件200之雷射進 

入表面205相對的第二表面以在蝕刻過程期間遮蔽玻璃物件 

200之兩個表面，藉此進一步防止玻璃物件200之薄化。

【0124】可將內部形成有精密孔之玻璃物件用作中介裝置以 

在微晶片與有機基板之間引導電信號、使間距密集之晶片與 

下方間距較寬之層之間的電連接成扇形展開、以二維或三維 

封裝架構連接多個矽晶片及用於其他應用。因此，在一些實 

施例中，可在金屬化過程期間用導電材料塡充精密孔以在精 

密孔內形成導電穿孔。在實施例中，可在金屬化過程期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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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使得該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可保護玻 

璃物件避免操作損壞以及在導電材料之塗佈期間充當遮罩。 

藉此，可僅將導電材料塗覆於精密孔。此方法可藉由無需在 

金屬化過程期間添加額外遮罩來降低中介片最終產品之成 

本。

【0125】上述方法可用於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具有任何尺寸及 

任何圖案之孔洞。該方法不限於任何特定孔洞尺寸或圖案。 

然而，當孔洞尺寸較小且孔洞之間的間隔較大時，玻璃物件 

中由雷射引起之裂縫及不對稱問題尤其顯著。因此，上述方 

法可用於具有小直徑孔洞且孔洞之間間隔較大的實施例中。

【0126】 玻璃物件中形成之孔洞之圓度（亦即圓形度）可定 

義爲孔洞中心周圍內切圓與外接圓之間的徑向間隔，其中中 

心係由圓與所量測之孔洞輪廓之最小二乘法擬合（the least 

squares fit of a circle）界定。關於具有較小直徑之孔洞，孔洞 

之所需圓度通常可爲孔洞直徑之百分比。因此，小直徑孔洞 

中之不對稱性與大直徑孔洞中之相同不對稱性相比將表示更 

大的百分比。作爲實例，如由孔洞中心周圍內切圓與外接圓 

之間的徑向間隔量測之5卩m不對稱性在30卩m直徑孔洞中將 

表示比100 μπι直徑孔洞中相同5 μπι不對稱性之部分（約 

10%）更大的部分（約33%）。因此，應保持小直徑孔洞中之 

不對稱性最小化。孔洞中之不對稱性可由雷射引起之自孔洞 

延伸之微裂紋引起。舉例而言，在蝕刻之前自孔洞延伸之5 μπι 

微裂紋在蝕刻過程後可產生5卩m不對稱性。

【0127】 關於孔洞之間的間隔，在緊密間隔（例如小於200 μιη 

PI-19147 29



201429597

間隔）之雷射鑽孔中，與具有較大間隔（例如大於200 pm間 

隔）之孔洞相比，進入孔中之不對稱量降低。

【0128】 儘管不限於此，但犧牲覆蓋層（無論由玻璃或聚合 

物材料製成）可改良間隔大於200 μιη之小直徑孔洞之圓形度 

的一個理論可能在於，當雷射束以脈衝方式穿過犧牲覆蓋層 

中之通孔時，犧牲覆蓋層中形成之孔洞充當光導或透鏡、將 

光束聚焦且改良光束品質。另一非限制性可能在於，以熱學 

方式誘導之折射率改變或電限制性材料作用可使雷射束自動 

聚焦。儘管已針對每種犧牲材料全面解釋用於改良孔洞品質 

之確切機制，但與藉由直接鑽孔方法形成之孔洞相比，使雷 

射束穿過犧牲覆蓋層中之通孔傳播可產生實質上不含玻璃物 

件中之微裂紋的更清潔且經改良之孔洞。因此，藉由在雷射 

束與相關玻璃物件（亦即所製造之部件）相互作用前使雷射 

束穿過小厚度材料，可能使用此聚焦作用在玻璃中產生高品 

質進入孔。儘管本文中所描述之方法可用於在本文中所描述 

之玻璃物件中形成具有任何直徑及任何間隔之孔洞，但該方 

法可用於形成具有以下間隔之精密孔：約200 μιη至約1000 

μκη，諸如約200 μηι至約800卩m、約200 μιη至約600卩m、 

約 250 μιη 至約 500 μηι 及約 300 μιη 至約 400 pm。

【0129】 此外，本文中所描述之方法可用於在玻璃物件中形 

成孔洞，其中玻璃物件表面上之蝕刻前入口直徑在約5卩m至 

約25卩m範圍內，諸如約15 pim至約20 [im。縱向上與玻璃 

物件之表面相對之位置處的孔洞之底部直徑可在約2卩m至約 

12卩m範圍內，諸如約5卩m至約10 μπι °

PI-19147 30



201429597

【0130】 第5A及5C圖爲分別展示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鑽孔 

形成之孔徑與玻璃物件中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的犧牲 

玻璃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比較的直方圖。在第5A及5C圖中， 

在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玻璃中形成孔洞。孔洞爲 

約280卩m深的盲孔且係藉由相同類型之雷射形成。第5A圖 

及第5C圖中各玻璃物件之量測係在進行相同蝕刻過程後進 

行。如第5A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由直接鑽孔形成之孔洞之 

平均直徑可爲約48卩m，且此玻璃物件中直徑之標準差可爲約 

9 μιη。相反，如第5C圖中所示，玻璃物件中使用犧牲玻璃覆 

蓋層形成之孔洞之平均直徑可爲約39 μηι且標準差爲約3 

卩m。因此，第5Α及5C圖表明與經由直接鑽孔相比，使用根 

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之犧牲玻璃覆蓋層可形成更精密及均勻 

的孔徑。

【0131】 類似地，第5Β及5D圖爲分別展示玻璃物件中由直 

接鑽孔形成之孔洞之圓度與玻璃物件中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 

實施例的犧牲玻璃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圓度之比較的直方 

圖。第5Β及5D圖中量測之孔洞與第5Α及5C圖中量測之孔 

洞相同。如第5Β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鑽孔形成之 

孔洞之平均圓度可爲約15卩m,且此玻璃物件中圓度之標準差 

可爲約11 μηι °相反，如第5D圖中所示，玻璃物件中使用犧 

牲玻璃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平均圓度可爲約2 μηι且標準差爲 

約2 μηι ο因此，第5Β及5D圖表明與經由直接鑽孔相比，使 

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之犧牲玻璃覆蓋層可形成更精密及 

均勻的孔洞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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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 第6A及6B圖爲分別展示玻璃物件中孔洞之孔徑及 

圓度之直方圖，該等孔洞係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之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形成。第6A及6B圖中量測之孔洞爲約200 

卩m深的盲穿孔，且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玻璃製成。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厚度爲約50卩m。如第6A 

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 

平均直徑可爲約27.52 μπι且標準差爲約0.45卩m。如第6Β圖 

中可見，玻璃物件中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平 

均圓度可爲約2.18卩m且標準差爲約0.66卩m。因此，第6A 

及6B圖表明與經由直接鑽孔相比，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 

例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亦可形成更精密及均勻的孔洞圓度。

【0133】 第7A及7B圖爲分別展示玻璃物件中孔洞之孔徑及 

圓度之直方圖，該等孔洞係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之薄 

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形成。第7A及7B圖中量 

測之孔洞爲約300卩m深的通孔，且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 

製造之Eagle XG玻璃製成。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厚度小於約 

10卩m。如第7A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使用薄顏料或基於染 

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形成之孔洞的平均直徑可爲約45卩m且 

不呈現顯著標準差。如第7B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使用薄顏 

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形成之孔洞的平均圓度可爲 

約1.5卩m且不呈現顯著標準差。因此，第7A及7B圖表明與 

經由直接鑽孔相比，使用根據本揭示案之實施例之犧牲聚合 

物覆蓋層亦可形成更精密及均勻的孔洞圓度。

【0134】 另一實施例提供上述方法中使用之工件。參考第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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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及第4圖，工件可包括玻璃物件200 ；及犧牲覆蓋層，諸如 

犧牲玻璃覆蓋層100、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或薄顏料或基於

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犧牲覆蓋層可以可分離方式附著至

玻璃物件200。玻璃物件中可具有藉由上述方法形成之精密孔

210。精密孔210之縱軸沿玻璃物件200之厚度方向延伸。犧 

牲覆蓋層包含通孔，各通孔之縱軸與玻璃物件中形成之精密 

孔之縱軸對應。在犧牲覆蓋層100之情況下，犧牲覆蓋層100 

與玻璃物件200之間可存在間隙300。間隙300可爲窄間隙， 

諸如小於50卩m、小於10卩m或小於1 μιη °間隙300可爲氣 

隙，或可用油或另一種提供附著之流體塡充間隙。玻璃物件 

中形成之孔洞之平均圓形度可小於約5卩m，諸如小於約1 

μπι、小於約0.5 μιη、小於約0.25卩m或爲約0卩m。精密孔之 

間隔可爲約200 μπι至約1000 μιη，諸如約200 μπι至約800 

μιη ' 約 200 μιη 至約 600 μιη、約 25 0 卩m 至約 500 μιη 及約 300 

pim至約400 μηι。犧牲玻璃覆蓋層之例示性厚度可爲約30 μιη 

至約700 μκη，諸如約50 μιη至約500 μιη、約150 μιη至約400 

卩m或較佳爲約300 μπι。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情況下， 

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界面可實質上 

不含間隙。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例示性厚度可小於約50 

卩m ；然而，可使用其他厚度。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之情 

況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500與玻璃物件200之間的界面可

’ 實質上不含間隙。薄顏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犧牲覆蓋層之例

示性厚度可小於約10 μηι :然而，可使用其他厚度。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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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將藉由以下實例進一步說明本揭示案之實施例。

比較例1

【0136】 比較例1展示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雷射鑽孔（例如 

不使用犧牲覆蓋層）形成之孔洞。

【0137】 在此比較例中，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 

Eagle XG製成且厚度爲500卩m且孔洞係使用355 nm奈秒脈 

衝雷射形成。第8A-8D圖展示在蝕刻之前及蝕刻之後，玻璃 

物件之俯視圖及底視圖之照片。第8A圖展示蝕刻之前玻璃物 

件之俯視圖，且第8B圖展示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第 

8C圖展示蝕刻之前玻璃物件之底視圖，且第8D圖展示蝕刻 

之後玻璃物件之底視圖。俯視圖之照片展示進入孔，雷射在 

該等進入孔處入射至玻璃物件，且底視圖之照片展示出口 

孔，該等出口孔位於縱向上與進入孔相對之位置處。如第 

8A-8C圖之照片中所示，孔洞具有顯著不對稱性。特定言之， 

在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頂部中之孔洞具有顯著不對稱性。

比較例2

【0138】比較例2展示各種雷射脈衝對孔壁之對稱性之作 

用。

【0139】 在此比較例中，使用355 nm雷射之奈秒及皮秒脈 

衝，在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300 pm厚的玻 

璃物件中形成孔洞。孔洞係藉由直接雷射鑽孔形成。第9A及 

9B圖爲玻璃物件中藉由奈秒脈衝雷射形成之孔洞之側視圖。 

第9A圖展示蝕刻之前的孔洞且第9B圖展示蝕刻之後的孔 

洞。第10A及10B圖爲玻璃物件中藉由皮秒脈衝雷射形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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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之側視圖。第10A圖展示蝕刻之前的孔洞且第10B圖展 

示蝕刻之後的孔洞。第9A、9B、10A及10B圖展示蝕刻之後 

孔壁中之不對稱性。特定言之，皮秒脈衝雷射方法呈現蝕刻 

之後孔壁中之顯著不對稱性。

比較例3

【0140】 比較例3展示玻璃物件中藉由直接雷射鑽孔形成之 

孔洞。

【0141】 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700卩m厚的玻璃物件 

中形成孔洞。玻璃物件爲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 

盲孔（亦即不貫穿玻璃物件之孔洞）係藉由直接雷射鑽孔以 

25 0卩m至3 00 pm之間的間隔形成。第11圖爲蝕刻之後玻璃 

物件中藉由雷射形成之孔洞之俯視圖。第11圖展示進入孔中 

之顯著不對稱性。

比較例4

【0142】比較例4亦展示孔洞間隔對孔洞對稱性之作用。

【0143】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藉由直接雷射鑽孔在由 

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玻璃物件中形成間隔爲

100 μπι、200 μπι、300 μπι 及 400 μιη 之孔洞。第 12 圖展示孔 

洞間隔爲100卩m （頂部照片）及200 μιη （底部照片）之玻璃 

物件。第13圖展示孔洞間隔爲300卩m及400卩m之玻璃物件。 

在第12圖及第13圖中，左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前的玻璃物件 

且右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後的玻璃物件。第12圖與第13圖之 

比較表明具有300卩m孔洞間隔及400 μιη孔洞間隔之玻璃物 

件中之不對稱性比具有100卩m孔洞間隔及200 |im孔洞間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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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玻璃物件中之不對稱性更顯著。因此，比較例4表明孔洞 

間隔超過200 μηι之玻璃物件中之不對稱性增加。

比較例5

【0144】比較例5展示孔洞直徑及孔洞間隔對孔洞對稱性之 

作用。

【0145】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藉由直接雷射鑽孔在由 

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玻璃物件中形成間隔爲 

約250 μηι且直徑爲約40 pm （蝕刻之後）之孔洞。在第14 

圖中，左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前的玻璃物件且右側照片展示蝕 

刻之後的玻璃物件。第14圖中之插圖展示較高放大率下之孔 

洞。第14圖表明玻璃物件之入口側上之碎裂及裂紋產生顯著 

不對稱性，從而產生此比較例中形成之孔洞之不可接受的平 

均圓度。

比較例6

【0146】比較例6亦展示孔洞直徑及孔洞間隔對孔洞對稱性 

之作用。

【0147】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藉由直接雷射鑽孔在由 

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玻璃物件中形成間隔爲 

約300卩m且直徑爲約30卩m （蝕刻之後）的孔洞。在第15 

圖中，左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前的玻璃物件且右側照片展示蝕 

刻之後的玻璃物件。第15圖中之插圖展示較高放大率下之孔 

洞。第15圖表明玻璃物件之入口側上之碎裂及裂紋產生顯著 

不對稱性，從而產生此比較例中形成之孔洞之不可接受的平 

均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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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ΐ

【0148】實例1展示根據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層方 

法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之作用。

【0149】首先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玻璃覆蓋層 

中形成通孔，該犧牲玻璃覆蓋層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 

Eagle XG製成且厚度爲320卩m。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 

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 

表面來在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玻璃物件中 

形成孔洞。孔洞之間隔爲約250卩m且孔洞之蝕刻後直徑爲約 

3 5卩m。第1 6圖展示玻璃物件之俯視圖。左側照片展示蝕刻 

之前的玻璃物件且右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後的玻璃物件。第16 

圖中之插圖展示較高放大率下之孔洞。如第16圖中可見，玻 

璃物件中形成之孔洞即使在蝕刻過程後仍具有極佳圓形形 

狀。如由實例1與比較例5之比較中可見，藉由使用犧牲玻 

璃覆蓋層，玻璃物件中孔洞之圓形度即使在蝕刻後仍得到顯 

著改良。

實例2

【0150】實例2展示根據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層方 

法在玻璃物件中形成盲孔（亦即不貫穿玻璃物件之孔洞）之 

作用。

【0151】首先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玻璃覆蓋層 

中形成通孔，該犧牲玻璃覆蓋層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 

Eagle XG製成且厚度爲150 μηι °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 

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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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來在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的玻璃物件中 

形成孔洞。孔洞之直徑爲約36 μηι且孔洞深度爲約280卩m。 

第17圖展示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第18圖展示蝕刻 

之後孔洞之側視圖。第18圖中之插圖展示較高放大率下之孔 

洞。如第17圖及第18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形成之盲孔即 

使在蝕刻過程後仍具有極佳圓形形狀。通過使用犧牲玻璃覆 

蓋層，玻璃物件中孔洞之圓形度即使在蝕刻後仍得到顯著改 

良。

實例3

【0152】實例3使用直接雷射鑽孔方法及如本文中所描述之 

犧牲玻璃覆蓋層方法比較焦點位置對孔洞對稱性及品質之作 

用。

【0153】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 

洞，該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使 

用如比較例1中所描述之直接雷射鑽孔方法及如實例1中所. 

描述使用犧牲玻璃覆蓋層之雷射鑽孔方法。自-100 μηι、0 

μηι ' 100 μιη ' 200 μιη及250卩m調節雷射之焦點位置，其中 

負數表示高於最高玻璃表面之焦點位置且正數表示低於最高 

玻璃表面之焦點位置。第19圖展示蝕刻之前玻璃物件之進入 

孔。上一列照片展示藉由直接雷射鑽孔製備之玻璃物件且下 

一列照片展示使用犧牲玻璃覆蓋層製備之玻璃物件。如第19 

圖所示，直接雷射鑽孔方法僅在0卩m焦點位置處提供可接受 

之結果。相比之下，如本文中所描述使用犧牲玻璃覆蓋層之 

雷射鑽孔方法在幾乎所有焦點位置處均提供可接受之結果。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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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4

【0154】實例4展示根據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方法在玻璃物件中形成通孔之作用。

【0155】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P-92型Lens Bond形式之50 μηι 

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 

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625卩m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 

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in UV-d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行 

UV固化。首先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中形成通孔，該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 

Eagle XG製成且厚度爲150卩m。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束 

使該雷射束穿過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 

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孔洞之直徑爲約30 μπι 

且孔洞之間隔爲約300 μπι。第20圖展示玻璃物件之俯視圖。 

第20圖中之左側照片展示蝕刻之前的玻璃物件且右側照片展 

示蝕刻之後的玻璃物件。第20圖中之插圖展示較高放大率下 

之孔洞。如第20圖中可見，玻璃物件中形成之孔洞即使在蝕 

刻過程後仍具有極佳圓形形狀。如由實例4與比較例5之比 

較可見，藉由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玻璃物件中孔洞之圓 

形度即使在蝕刻後仍得到顯著改良。

實例5
【0156】實例5展示根據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方法在玻璃物件中形成盲孔（亦即不貫穿玻璃物件之孔洞） 

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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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P-92型Lens Bond形式之50 μιη 

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 

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700卩m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 

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mm UV-d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 

行UV固化。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中形成通孔。接著，藉 

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 

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蝕刻之 

後，孔洞之直徑爲約25 μηι且孔洞深度爲約200 μιη。第21 

圖展示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第21圖之照片對應於第 

6Α及6Β圖之直方圖，且展示所製造之具有超過50,000個孔 

洞之玻璃物件中孔洞之例示性影像。孔洞均未呈現任何入口 

缺陷。

實例6

【0158】實例6展示在使用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方法的情況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厚度對通孔對稱性及品質 

之作用。

【0159】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Ρ-92型Lens Bond形式之犧牲聚 

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625 μηι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由單通道 

Fusion UV 系統（254 mm，以 100%功率操作之 23.622 W/mm 

UV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行UV固 

化。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厚度爲150 μπί ' 125 μηι ' 100卩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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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μπι ' 50卩m及0 μηι （無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首先使用如 

上文關於實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 

聚合物覆蓋層中（或在玻璃物件上不塗覆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之情況下，在玻璃物件中）形成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 

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 

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蝕刻之後孔洞之直徑 

爲約35 μιη。第22圖展示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如第 

22圖所示，對於所有厚度之所使用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 

入孔中之裂紋及碎裂均消除，而在0卩m （無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下之相同雷射過程條件出現顯著進入孔裂紋。亦對出口 

孔進行檢驗，該等出口孔在所有情況下均保持圓形。

實例7

【0160】實例7展示在使用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方法的情況下孔洞間距對通孔對稱性及品質之作用。

[0161]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50 μιη厚的Ρ-92型Lens Bond形 

式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 

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625 μιη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 

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mm UV-d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 

行UV固化。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中以50 μηι > 100 μιη ' 

200卩m及300卩m之間距形成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 

使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 

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蝕刻之後孔洞之直徑爲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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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卩m。第23圖展示蝕刻之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如第23圖 

所示，對於所有情況，進入孔之裂紋及碎裂均消除。

實例8

【0162】實例8比較在使用直接雷射鑽孔方法與如本文中所 

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層方法的情況下焦點位置對孔洞對稱性 

及品質之作用。

【0163】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50卩m厚的P-92型Lens Bond形 

式之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 

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625 μπι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 

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mm UV-d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 

行UV固化。使用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 

洞5該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Eagle XG製成。使 

用如比較例1中所描述之直接雷射鑽孔方法及如實例4中所 

描述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雷射鑽孔方法。自-50卩m、-30 

μηι ' -10 μιη、+10 μπι、+30卩m及+ 5 0卩m調節雷射之焦點位 

置，其中負數表示高於最高玻璃表面之焦點位置且正數表示 

低於最高玻璃表面之焦點位置。第24圖展示蝕刻之前玻璃物 

件之進入孔。上一列照片展示藉由直接雷射鑽孔製備之玻璃 

物件且下一列照片展示使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製備之玻璃物 

件。如第24圖所示，直接雷射鑽孔方法在任何評估之焦點位 

置均不提供可接受之結果。相比之下，如本文中所描述之使 

用犧牲玻璃覆蓋層之雷射鑽孔方法在幾乎所有焦點位置處均 

提供可接受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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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9

【0164】實例9展示根據如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層 

方法，在蝕刻過程期間保留50 μηι厚的Ρ-92型Lens Bond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之作用。

[0165]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P-92型Lens Bond形式之50 μηι 

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 

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500 μπι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藉 

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mm UV-d燈）以2.1336公尺/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 

行UV固化。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中形成通孔。接著，藉 

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 

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洞。將犧牲聚 

合物覆蓋層及玻璃物件在23 °C溫度下浸沒於HF蝕刻劑中約6 

分鐘。在蝕刻程序後，在不損壞玻璃物件情況下移除犧牲聚 

合物覆蓋層。孔洞之直徑在頂面（亦即具有犧牲聚合物覆蓋 

層之表面）上爲約30 μιη且在底面上爲約1 5 μπι °第25圖展 

示在蝕刻及移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後，玻璃物件之俯視圖（左 

圖）及底視圖（右圖）。

實例10

【0166】實例10展示根據如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 

層方法，在蝕刻過程期間保留50 μπι厚的UV可固化、HF抗 

性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作用。

【0167】 藉由狹縫塗佈將呈UV可固化、HF抗性且可剝離聚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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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材料形式之50卩m厚的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塗覆於玻璃物 

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製造之500卩m厚的 

Eagle XG玻璃製成。藉由單通道Fusion UV系統（254 mm， 

以100%功率操作之23.622 W/mm UV-d燈）以2.1336公尺/ 

分鐘對犧牲聚合物覆蓋層進行UV固化。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 

實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中形成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 

牲玻璃覆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 

物件中形成孔洞。將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及玻璃物件在2（TC溫 

度下浸沒於HF蝕刻劑中3.5分鐘。在蝕刻程序後，在不損壞 

玻璃物件情況下移除犧牲聚合物覆蓋層。孔洞之直徑在頂面 

（亦即具有犧牲聚合物覆蓋層之表面）上爲約30 μπι且在底面 

上爲約21 μηι。第26圖展示在蝕刻之後且在移除犧牲聚合物 

覆蓋層之前，玻璃物件之俯視圖（左圖）及底視圖（右圖）。

實例11

【0168】實例11展示根據如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 

層方法，在蝕刻過程期間保留10卩m厚的白色及黑色顏料犧 

牲覆蓋層之作用。

【0169】 將呈白色及黑色CRAYOLA Tempura油漆形式之10 

卩m厚的犧牲覆蓋層塗佈至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係由 

Corning, Inc.製造之625卩m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將顏料 

犧牲覆蓋層噴塗至玻璃物件之表面。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 

例4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顏料犧牲覆蓋層 

中形成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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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層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 

成孔洞。將犧牲覆蓋層及玻璃物件在20°C溫度下浸沒於HF 

蝕刻劑中3.5分鐘。在蝕刻程序後，在不損壞玻璃物件情況下 

移除犧牲覆蓋層。孔洞之直徑在頂面（亦即具有犧牲覆蓋層 

之表面）上爲約30 μηι °第27Α圖展示在蝕刻之後，用黑色 

顏料犧牲覆蓋層製成之玻璃物件之俯視圖（頂部影像）及底 

視圖（底部影像）。第27Β圖展示在蝕刻之後，用白色顏料犧 

牲覆蓋層製成之玻璃物件之俯視圖（頂部影像）及底視圖（底 

部影像）。如第27Α及27Β圖中所示，玻璃物件中形成之孔洞 

爲均勻的且存在極少碎裂或不存在碎裂。

實例12

【0170】實例12展示根據如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 

層方法，在蝕刻過程期間保留黑色顏料犧牲覆蓋層之作用。

【0171】將呈黑色CARTER永久性標記形式之犧牲聚合物覆 

蓋層塗佈至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係由Corning, Inc. 

製造之700卩m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將顏料犧牲覆蓋層 

手工塗覆於玻璃物件之表面。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例4所 

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顏料犧牲覆蓋層中形成 

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覆蓋層中 

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 

洞。使用IPA擦拭物移除犧牲覆蓋層。孔洞之直徑在頂面（亦 

即具有犧牲覆蓋層之表面）上爲約1 8 μηι °第28Α圖展示具 

有藉由直接鑽孔形成之孔洞之玻璃基板，且第28Β圖展示具 

有使用顏料犧牲覆蓋層形成之孔洞之玻璃物件。如第28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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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B圖中所示，玻璃物件中使用顏料犧牲覆蓋層形成之孔洞 

爲均勻的且存在極少碎裂或不存在碎裂。

實例13

【0172】實例13展示根據如本文中所描述之犧牲玻璃覆蓋 

層方法，在蝕刻過程期間保留丙烯酸瓷漆犧牲覆蓋層之作用。

【0173】 將呈KRYLON TOUGH COAT丙烯酸瓷漆形式之犧 

牲聚合物覆蓋層塗佈至玻璃物件之表面，該玻璃物件係由 

Corning, Inc.製造之300卩m厚的Eagle XG玻璃製成。將犧牲 

覆蓋層噴塗至玻璃物件之表面。首先使用如上文關於實例4 

所描述來操作之355 nm奈秒脈衝雷射在顏料犧牲覆蓋層中形 

成通孔。接著，藉由脈衝發送雷射使該雷射穿過犧牲覆蓋層 

中形成之通孔且到達玻璃物件之表面來在玻璃物件中形成孔 

洞。使用IPA擦拭物移除犧牲覆蓋層。接著，將玻璃物件在 

20°C溫度下浸沒於HF蝕刻劑中3.5分鐘。孔洞之直徑在頂面 

（亦即具有犧牲覆蓋層之表面）上爲約18 μπι。第29Α圖展示 

在蝕刻之前且移除犧牲覆蓋層之玻璃物件，且第29Β圖展示 

在蝕刻之後且移除犧牲覆蓋層之具有所形成之孔洞之玻璃物 

件。如第29Α及29Β圖中所示，玻璃物件中使用顏料犧牲覆 

蓋層形成之孔洞爲均勻的且存在極少碎裂或不存在碎裂。

【0174】 熟習此項技術者將顯而易知，可在不偏離所主張標 

的之精神及範疇的情況下對本文中所描述之實施例作出各種 

修改及變化。因此，說明書意欲涵蓋本文中所描述之各種實 

施例之修改及變化，限制條件爲該等修改及變化屬於隨附申 

請專利範圍及隨附申請專利範圍之等效物之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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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

【0175】

10 組件/雷射鑽孔方法

10' 雷射鑽孔方法

50 墊圈

51 開口

100 犧牲覆蓋層

110 犧牲覆蓋層之頂面

112 犧牲覆蓋層之表面

120 通孔

200 玻璃物件

200A 薄玻璃物件

200B 薄玻璃物件

200C 薄玻璃物件

205 玻璃物件之表面

210 孔洞

212 玻璃物件之表面

300 間隙

400 雷射束

500 犧牲聚合物覆蓋層

520 通孔

dp 直徑

dg 直徑

【生物材料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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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寄存資訊【請依寄存機構' 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 I、、

國外寄存資訊【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順序註記】

八、、

【序列ί表】（請換頁單獨記載）

11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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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摘要

次申請案號：102143470
淤申請日:2013年ii月28日 ※【卩。分類：习蠢/千 

巳*＜多和53()

【發明名稱】(中文供文)

用於雷射鑽孔基板之犧牲覆蓋層及其方法

SACRIFICIAL COVER LAYERS FOR LASER DRILLING

SUBSTRATES AND METHODS THEREOF

【中文】

—種藉由鑽孔在基板中形成複數個精密孔(precision hole) 

之方法，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將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 

基板之一表面，將雷射束定位在相對於該基板且對應於 

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一者之所需位置的預定位置，藉 

由將雷射束重複脈衝發送至該預定位置來在該犧牲覆蓋 

層中形成通孔，及將該雷射束脈衝發送至該犧牲覆蓋層 

中所形成之該通孔中。一種具有精密孔之工件，該工件 

包括：基板，該基板中形成有精密孔，其中各精密孔之 

縱軸沿該基板之厚度方向延伸；及犧牲覆蓋層，該犧牲 

覆蓋層以可分離方式貼附至該基板之一表面，使得該犧 

牲覆蓋層可降低該等精密孔之不規則性。

【英文】

A method for forming a plurality of precision holes in a 

substrate by drilling, including affixing a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to a surface of the substrate, positioning a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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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in a predetermined location relative to the substrate 

and corresponding to a desired location of one of the 

plurality of precision holes, forming a through hole in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by repeatedly pulsing a laser beam 

at the predetermined location, and pulsing the laser beam 
r

into the through hole formed in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A work piece having precision holes including a substrate 

having the precision holes formed therein, wherein a 

longitudinal axis of each precision hole extends in a 

thickness direction of the substrate, and a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detachably affixed to a surface of the substrate, such 

that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reduces irregularities of the 

precision holes.

【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1A）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 組件/雷射鑽孔方法

100犧牲覆蓋層

110犧牲覆蓋層之頂面

112犧牲覆蓋層之表面
■

120通孔

' 200玻璃物件

2 10孔洞

212玻璃物件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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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藉由鑽孔在一基板中形成複數個精密孔(precision 

hole)之方法，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使一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之一表面；

將一雷射束定位在相對於該基板且對應於該等複數個精 

密孔中之一者之所需位置的一預定位置處；

藉由在該預定位置重複脈衝發送該雷射束來在該犧牲覆 

蓋層中形成一通孔；及

在該預定位置將該雷射束脈衝發送至該犧牲覆蓋層中形 

成之該通孔中，藉此產生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該一者，其 

中施用於該基板之脈衝數係由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該一者 

之一所需深度來確定。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在該基板中形成該等複數 

個精密孔後移除該犧牲覆蓋層。

3.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用一蝕刻溶液蝕刻該基板。

4.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將一導電材料塗覆於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一或多個精密 

孔。

5.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犧牲覆蓋層包含玻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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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請求項5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 

在將該犧牲覆蓋層附著至該基板之該表面之前，將一流體塗 

覆於該犧牲覆蓋層及該基板之該表面中之至少一者。

7.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將一液體聚合物材料 

塗覆於該基板之該表面來將該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之該 

表面。

8. 如請求項7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 

藉由向該犧牲覆蓋層塗覆一溶劑來自該基板之該表面移除該 

犧牲覆蓋層。

9.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將一聚合物膠帶塗覆 

於該基板之該表面來將該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之該表 

面。

10.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凡得瓦爾力(Van der 

Waals attraction )將該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之該表面。

11. 如請求項10所述之方法，其中由該凡得瓦爾力提供之一 

結合能介於約3 0 mJ/m2至約1 00 mJ/m?之間。

12. 如請求項10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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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加熱該犧牲覆蓋層及該基板使得該犧牲覆蓋層與該基板

分離來自該基板之該表面移除該犧牲覆蓋層。

13.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犧牲覆蓋層包含一薄顏 

料或基於染料之油墨。

14. 如請求項13所述之方法，其中藉由噴墨印刷、噴泡印 

刷、噴塗、旋塗或手工塗覆將該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之 

該表面。

15. 如請求項13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藉由向該犧牲覆蓋層塗覆一溶劑來自該基板之該表面移除該 

犧牲覆蓋層。

16.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該方法進一步包含以下步驟 ： 

在將該犧牲覆蓋層貼附至該基板後，將該犧牲覆蓋層及該基 

板定位於一墊圈(carrier ring)中。

17.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雷射束之一波長爲約355

nm，該雷射束之脈衝寬度介於約5 ns與約75 ns之間，該雷 

射束係以介於約1 kHz與約30 kHz之間的一重複頻率脈衝發 

' 送，且該雷射束之一脈衝能量介於約25 |iJ與約175卩J之間。

18. 如請求項1所述之方法，其中該雷射束之一波長爲約355 s 

PI-191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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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該雷射束之一數値孔徑介於約0.02與約0.4之間-且該 

雷射束之一焦點位置在該犧牲覆蓋層之一表面之約100 μηι以 

內。

19. 一種具有精密孔之工件，該工件包含：

一基板，該基板中具有所形成之該等精密孔，其中各精 

密孔之一縱軸沿該基板之一厚度方向延伸；及

一犧牲覆蓋層，該犧牲覆蓋層以可分離方式貼附至該基 

板之一表面，使得該犧牲覆蓋層降低該等精密孔之不規則 

性，其中該犧牲覆蓋層包含通孔，各通孔之一縱軸與一相應 

精密孔之縱軸對準。

20. 如請求項19所述之工件，其中該犧牲覆蓋層包含選自 

由玻璃、聚合物、薄顏料及基於染料之油墨組成之群組的一 

成分。

21. 如請求項19所述之工件，其中該犧牲覆蓋層係藉由凡 

得瓦爾力貼附至該基板。

22. 如請求項19所述之工件，其中該基板之該表面不具有 

由雷射引起之自該等複數個精密孔中之一者延伸超過5卩m之

' 微裂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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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in a predetermined location relative to the substrate 

and corresponding to a desired location of one of the 

plurality of precision holes, forming a through hole in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by repeatedly pulsing a laser beam 

at the predetermined location, and pulsing the laser beam 
r

into the through hole formed in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A work piece having precision holes including a substrate 

having the precision holes formed therein, wherein a 

longitudinal axis of each precision hole extends in a 

thickness direction of the substrate, and a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detachably affixed to a surface of the substrate, such 

that the sacrificial cover layer reduces irregularities of the 

precision holes.

【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1A）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 組件/雷射鑽孔方法

100犧牲覆蓋層

110犧牲覆蓋層之頂面

112犧牲覆蓋層之表面
■

120通孔

' 200玻璃物件

2 10孔洞

212玻璃物件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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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間隙

400雷射束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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