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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公开了一种半导体装置及半导体装置的制

造方法。半导体装置包括：基板，具有在其表面上

的接合垫；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每个半导体元

件具有第一表面和与第一表面相反的第二表面，

经由贴附在各个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面上的元

件贴附材料层在基板的表面上将至少两个半导

体元件上下堆叠；整体通路孔，其完全的通过至

少两个半导体元件和元件贴附材料层延伸，并沿

整体通路孔的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直径，

且与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垫对准；以及连续的导

电材料，填充在整体通路孔中，并与基板的接合

垫物理的和电气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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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造半导体装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提供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和与所述第一表面相反

的第二表面；

在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中的每一个中形成通路孔，所述通路孔完全的通过各个所

述半导体元件从所述第一表面至所述第二表面延伸；

在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中的每一个的第二表面上形成元件贴附材料层，所述通路

孔不被所述元件贴附材料覆盖；

在基板的表面上将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上下对准并经由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层堆

叠，使所述半导体元件的通路孔彼此对准以形成整体通路孔，所述整体通路孔完全通过所

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和所有元件贴附材料层延伸，所述整体通路孔沿所述整体通路孔的

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直径；以及

通过一次金属填充工艺使用导电材料来填充所述整体通路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提供有位于所述第一表面上并

标记所述通路孔的位置的对准标记。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对准标记包括在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一表

面上的通路孔的位置的垫。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干法反应离子蚀刻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来直接

形成完全通过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延伸的所述通路孔。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干法反应离子蚀刻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形成部

分的通过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盲通孔，随后通过在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面上的背侧

研磨工艺，以形成完全的通过所述各个半导体元件的所述通路孔，从而形成所述通路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基板还包括在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垫，以及

在基板的表面上对准和堆叠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的步骤中，将所述至少两个半导

体元件的通路孔与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焊垫对准，且所述整体通路孔中的导电材料与

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焊垫物理的和电气的接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金属填充工艺是电镀工艺。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是裸芯或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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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技术涉及半导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对便携式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的强劲增长推动了对大容量存储器器件的需要。非

易失性半导体存储器器件，诸如闪存存储卡，正变得广泛用于满足对数字信息存储和交换

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它们的便携性、多功能性和坚固的设计，以及其高可靠性和大容量，已

经使这样的存储器件理想地用于各种各样的电子器件中，包含例如数码相机、数字音乐播

放器、视频游戏控制台、PDA和蜂窝电话。

发明内容

[0003] 在本技术的方面中，一种制造半导体装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提供至少两个半

导体元件，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和与所述第一表面相反的第二表面。在每个

所述半导体元件中形成通路孔，所述通路孔完全通过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从所述第一表面

至所述第二表面延伸。在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面上贴附元件贴附材料层。在每个

所述半导体元件中在对应于所述通路孔的位置移除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在基板的表面上将

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上下对准并经由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层堆叠，使所述半导体元件的

通路孔彼此对准以形成整体通路孔，所述整体通路孔完全通过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和

所有元件贴附材料层延伸，所述整体通路孔沿所述整体通路孔的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

的直径。最终，通过一次金属填充工艺使用导电材料来填充所述整体通路孔。

[0004] 在实施例中，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提供有位于所述第一表面上并标记所述通路孔

的位置的对准标记。对准标记包括在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一表面上的通路孔的位置的

垫。

[0005] 在实施例中，通过干法反应离子蚀刻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来直接形成完全通过各

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延伸的所述通路孔。可替代的，通过干法反应离子蚀刻工艺或激光钻孔

工艺形成部分的通过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盲通孔，随后通过在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

面上的背侧研磨工艺，以形成完全的通过所述各个半导体元件的所述通路孔，从而形成所

述通路孔。

[0006] 在实施例中，所述基板还包括在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垫。在基板的表面上对

准和堆叠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的步骤中，将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的通路孔与所述

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焊垫对准，且所述整体通路孔中的导体材料与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

合焊垫物理的和电气的接触。

[0007] 在实施例中，所述每个半导体元件是裸芯或晶片。

[0008] 在本技术的另一方面中，一种制造半导体装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提供至少两

个半导体元件。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和与所述第一表面相反的第二表面。在

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面上贴附元件贴附材料层。在基板的表面上将所述至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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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元件上下对准并经由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层堆叠。形成整体通路孔，所述整体通路孔

完全的通过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和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层延伸，并沿所述整体通路孔的

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直径。通过一次金属填充工艺将导电材料填充在所述整体通路

孔中。

[0009] 在本技术的另一方面中，一种半导体装置包括：基板，具有在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

接合垫；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具有第一表面和与所述第一表面相反

的第二表面，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经由贴附在各个所述半导体元件的第二表面上的元

件贴附材料层在所述基板的表面上上下堆叠；整体通路孔，其完全的通过所述至少两个半

导体元件和所述元件贴附材料层延伸，并沿所述整体通路孔的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

直径，且所述整体通路孔与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接合垫对准，以及连续的导电材料，填充在

所述整体通路孔中，并与所述基板的接合垫物理的和电气的接触。

[0010] 在本技术的另一方面中，每个所述半导体元件是裸芯或晶片。所述裸芯包括控制

器裸芯或存储器裸芯。所述半导体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整体通路孔的内侧壁上的连续的

金属籽层。所述半导体装置还包括包封堆叠在所述基板的表面上的所述至少两个半导体元

件的模塑料。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具有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

[0012] 图2A至图2J是示出了图1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的示意性侧视图。

[0013] 图3是根据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的具有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

图。

[0014] 图4A至图4F是示出了图3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的示意性侧视图。

[0015] 图5是根据本技术的第二实施例的具有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

图。

[0016] 图6A至图6E是示出了图5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的示意性侧视图。

[0017] 图7是根据本技术的实施例的半导体装置的示意性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现在参照图3至图7来描述实施例，其涉及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及半导体装置。

应该理解的是，本技术可以按照很多不同形式来实施，而不应被解释为限于本文所阐述的

实施方式。而是，提供这些实施例以使得本公开将是彻底的和完整的，并且将本技术充分地

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本技术旨在覆盖这些实施例的替代、变型和等同，其包

括在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之内。此外，在本技术的以下详细描述中，

许多具体的细节被阐述以便提供本发明的彻底理解。然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清楚，

本发明可以没有这样的具体细节来实践。.

[0019] 如本文可使用的术语“左”、“右”、“顶部”、“底部”、“上”、“下”、“垂直”和/或“水平”

仅是为了方便且为说明性目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发明的描述，这是由于所参考的项目可

在位置和方向进行交换。而且，如本文所使用的，冠词“一”和“一个”旨在包括单数和复数的

形式，除非文中另外明确的指出。术语“实质上”和/或“大约”意味着对于给定的应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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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或参数可以在可接受的制造公差内来改变。在一个实施例中，可接受的制造公差为

±0.25％。

[0020] 在所有的附图中，相同或类似的元件由具有相同的末尾两位数字的相同样式来标

记。

[0021] 尽管已知各种封装配置，半导体存储装置可以制造为三维系统级封装(3D-SiP)的

形式。硅通孔(TSV)互连是一种已知的3D-SiP技术，用于短互连距离和高速度。TSV是在半导

体裸芯中生成垂直通孔，并通过电镀工艺在垂直通孔中沉积导电材料以实施互连的技术。

[0022] 图1是具有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图2A至图2J是示出了图1

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的示意性侧视图。

[0023] 如图1所示，本方法以制备基板的步骤S110开始。如图2A所示，基板110包括在基板

110的上表面上的接合垫112，以及形成在基板110的上表面上并覆盖接合垫112的氧化物层

120。接合垫112电连接至将在后续的工艺中被设置在基板110上半导体裸芯。氧化物层120

作为用于贴附半导体裸芯的接合层。

[0024] 接下来，如图2B至图2D所示，在步骤S120中，通孔132形成在半导体裸芯130中，且

随后在步骤S130中，绝缘层134形成在通孔132的侧壁上，接下来是背侧研磨步骤S140，以减

少半导体裸芯130的厚度，从而在半导体裸芯130中形成通路孔130。

[0025] 接下来，如图2E所示，在步骤S150中，半导体裸芯130被堆叠并经由接合氧化物层

120贴附在基板110上，使半导体裸芯130的通路孔132与埋设在氧化物接合层120的下面的

基板110的接合垫112对准。半导体裸芯130在基板110上的对准通常是通过包括图像捕捉装

置的图案识别系统来实施，图案识别系统识别位于半导体裸芯130和基板110上的基准标

记。这些基准标记可以由相对于施加在基板上的涂层具有图像对比度的金属垫制成。图案

识别系统利用基准标记来对准和校准半导体裸芯130相对于基板110的坐标信息。由于在上

述制造工艺中接合垫112被接合氧化物层120覆盖，其对于图案识别系统的图像捕捉装置不

可见，因此不能用来作为基准标记。在这种情况下，额外的基准标记(未示出)形成在基板

110上，以便通过图案识别系统来对准半导体裸芯130和基板110。

[0026] 接下来，在步骤S160中，移除在接合垫112上的氧化物接合层120，以暴露接合垫

112的表面，如图2F所示。接下来，在步骤S170中，籽层140形成在绝缘层134的暴露的表面

上，如图2G所示。随后如图2H所示，在步骤S180中，通过电镀工艺将导电材料层150沉积在籽

层140上，以使导电材料填充通路孔132。如果封装体包括单一的半导体裸芯130，用于在这

样的封装体中形成TSV结构的工艺在此结束。如果封装体包括多于一个半导体裸芯130，则

工艺进行至步骤S190，在步骤S190中，半导体裸芯130上的导电材料150的层被移除，从而导

电材料150仅在与通孔132和接合垫112相对应的位置保留。且导电材料150被额外的氧化物

接合层120覆盖，如图2I所示。随后对额外的半导体裸芯130重复上文所述的步骤S120至

S180。最终的结构在图2J中示出。

[0027] 如图2J所示，封装体100包括彼此对准的多个叠置的TSV结构，这可能导致失准问

题。此外，由于多次电镀工艺，在涉及多次热循环的多个步骤中沉积TSV结构，这会在TSV结

构的区域中形成过度的应力，减弱半导体裸芯130的机械强度。由于多次沉积产生的界面缺

陷，多个叠置的TSV结构还可能增加了上面的半导体裸芯和下面的半导体裸芯中的TSV结构

之间的界面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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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将参照图3至图4F来描述根据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图3

是根据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的具有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图4A至图

4F是示出了图3中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的示意性侧视图。

[0029] 如图3和图4A所示，本方法以制备基板的步骤S310开始。图4A是基板410的示意性

侧视图。基板410可以是线路板，例如是柔性印刷电路板(FPCB)，或用于支承设置在其上的

任何半导体元件的临时载具。例如，基板410可以包括形成在绝缘芯层的一个表面或两个表

面上的导电图案。基板410包括接合垫412，接合垫412用于与将要设置在基板410上的半导

体元件电连接。例如，接合垫412位于基板410的上表面上，并且可以是形成在上表面上的导

电图案的一部分。接合垫412例如由铜、铝、铜上镀金、铝上镀金制成。

[0030] 接下来，如图4B所示，在步骤S320中，通路孔432形成在每个半导体元件430中。通

路孔432在如图4B所示的Z方向上从半导体元件430的上表面至相反的下表面完全的通过半

导体元件430延伸。半导体元件430可以包括具有裸芯的阵列的晶片，或从这样的晶片单体

化的单独的裸芯。例如，半导体元件430可以是具有实质上相同的尺寸的存储器裸芯。每个

半导体元件430可以提供有对准标记431，对准标记431表示将要形成通路孔432的位置。例

如，对准标记431是位于通路孔432将要形成在半导体元件430的表面上的位置的接合垫，如

图4B(a)所示。对准标记431的数目和布置不限于图4B(a)所示的实施例。对准标记431允许

用于后续的形成通路孔432的工艺的精确和快速的对准。

[0031] 接下来，通路孔432形成在由对准标记431标识的位置。可以通过干法反应离子蚀

刻(DRIE)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直接形成在Z方向上完全通过半导体元件430延伸的通路孔

432，如图4B(c)所示。可替代的，通路孔432也可以如下形成：通过在Z方向上形成部分的通

过半导体元件430延伸的盲通孔432’，如图4B(b)所示，接下来通过背侧研磨工艺减少半导

体元件430的厚度，从而形成在Z方向上完全通过半导体元件430延伸的通路孔432，如图4B

(c)所示。干法反应离子蚀刻(DRIE)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或者背侧研磨工艺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来说是已知的，且将不再进一步详细的描述。在半导体元件430中位于相对应的对准

位置的通路孔432具有实质上相同的直径。通路孔432在半导体元件430中的数目和布置不

限于图4B所示的实施例，且可以被相应的调整。

[0032] 接下来，在步骤S330中，元件贴附材料层440贴附在每个半导体元件430的下表面

上，如图4C所示。元件贴附材料层440可以包括在两个表面上施加有粘合剂的聚合物基底。

元件贴附材料层440例如是用于常规裸芯贴附工艺的裸芯贴附膜(DAF)，因此将不再进一步

详细的描述。接下来，在步骤S340中，在对应于半导体元件430的通路孔432的位置移除元件

贴附材料层440，如图4D所示。可以通过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任何干法蚀刻工艺来移除元

件贴附材料，干法蚀刻工艺例如是激光烧蚀工艺或激光钻孔工艺，且将不再进一步详细的

描述。

[0033] 接下来，在步骤S350中，在形成有接合垫412的基板410的表面上将至少两个半导

体元件430上下对准并经由贴附在各个半导体元件430的下表面上的元件贴附材料层440堆

叠。每个半导体元件430设置为使得每个半导体元件430的通路孔432与基板410的表面上的

接合垫412对准。可以通过上文所述的典型的图案识别系统，例如利用通路孔432和接合垫

412作为基准标记来实施对准。按照这种方法，在步骤S350之后，整体通路孔434形成为完全

通过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430和裸芯贴附材料层440延伸，到达基板410上的接合垫412。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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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位于堆叠的半导体元件430中的相对应的位置的对准的通路孔432具有相同的直径，由那

些通路孔432构成的整体通路孔434沿整体通路孔434的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直径，

如图4E所示。

[0034] 在图3所示的第一实施例中，在对准和堆叠所有的半导体元件430的步骤S350之

前，在步骤S340中，在对应于通路孔432的位置移除元件贴附材料层450的部分。本技术不限

于此。在对准和堆叠所有的半导体元件430的步骤S350之后，可以在例如激光钻孔工艺的一

次移除工艺中在通路孔432的位置移除用于所有的堆叠的半导体元件430的元件贴附材料

层450的部分，以便形成整体通路孔434。

[0035] 最终，在步骤S360中，通过一次金属填充工艺使用导电材料450填充整体通路孔

434。导电材料450与基板410的表面上的接合垫412物理的和电气的接触，由此形成具有将

半导体元件430和基板410电连接的TSV互连的半导体装置400。导电材料450可以包括金、铜

或适合于互连和金属填充工艺的其它金属或合金。金属填充工艺可以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

知的电镀工艺。在电镀工艺之前，连续的籽层(未示出)可以形成在整体通路孔434的侧壁

上，以有助于该电镀工艺。由导电材料450制成的TSV互连的数目和布置不限于图4F所示出

的实施例，且可以被相应的调整。具有TSV互连的半导体装置400还可以在后续的本领域技

术人员已知的模塑工艺中被包封。

[0036] 根据图3所示的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可以通过典型的图案识别系统将半导体元

件430的通路孔432与基板410的表面上的暴露的接合垫412容易的对准，由此改善对准精

度。与半导体装置100中的接合半导体裸芯130的氧化物接合层120相比，通过例如DAF的聚

合物的元件贴附材料层440来贴附半导体装置400中的半导体元件430，由于元件贴附材料

450的聚合物性质和薄厚度，由此允许低温工艺并减少半导体装置400的总厚度。此外，根据

本技术，在制造工艺期间仅对半导体装置400执行一次金属填充工艺，由此减少了热循环的

数量，这进而减少了TSV结构周围的残余应力并改善了半导体装置400的机械强度。另外，由

导电材料450在半导体装置400中形成的TSV结构是在一次金属填充工艺中形成的连续结

构，而没有图2J所示的半导体装置100中的界面缺陷，由此改善了导电率和信号传输。半导

体元件430可以是晶片或裸芯，由此本技术的实施例可以应用于裸芯至裸芯互连、晶片至晶

片互连、或裸芯至晶片互连。

[0037] 在第一实施例中，在基板410上对准和堆叠半导体元件430的步骤之前，通路孔432

分别形成在单独的半导体元件430中。本技术不限于此。将参照图5至图6E来描述根据本技

术的第二实施例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图5是根据本技术的第二实施例的具有TSV结构

的半导体装置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图6A至图6E是示出了图5所示的制造方法的不同阶段

的示意性侧视图。

[0038] 如图5和图6A所示，本方法以制备基板的步骤S510开始。图6A是基板610的示意性

侧视图。基板610与第一实施例描述的基板410实质上相同，因此这里将不再重复描述。

[0039] 接下来，如图6B所示，在步骤S520中，元件贴附材料层640贴附在每个半导体元件

630的表面上。每个半导体元件630可以提供有对准标记631，对准标记631表示通路孔将要

形成的位置。半导体元件630和元件贴附材料层640的其它方面与第一实施例中的半导体元

件430和元件贴附材料层440实质上相同，因此这里将不再重复描述。

[0040] 接下来，在步骤S530中，在形成有接合垫612的基板610上将至少两个半导体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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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上下对准并经由元件贴附材料层640堆叠。通过典型的图案识别系统，利用每个半导体

元件630上的对准标记631和基板610上的接合垫612作为基准标记来实施对准，如图6C所

示。

[0041] 接下来，在步骤S540中，通过本领技术人员已知的干法反应离子蚀刻(DRIE)工艺

或激光钻孔工艺，在对准标记631的位置，使整体通路孔630形成为完全的通过所有的半导

体元件630和所有的元件贴附材料层640延伸，以到达接合垫612，如图6D所示。

[0042] 最终，在步骤S550中，通过一次金属填充工艺使用导电材料650填充整体通路孔

634。导电材料650与基板610的表面上的接合垫612物理的和电气的连接，由此形成具有将

半导体元件630和基板610电连接的TSV互连的半导体装置400，如图6E所示。具有TSV互连的

半导体装置600还可以在后续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模塑工艺中被包封。本技术的第二

实施例的其它方面与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实质上相同，因此这里将不再重复描述。

[0043] 根据图5所示的本技术的第二实施例，在对准和堆叠半导体元件630的步骤之后，

形成半导体装置600的整体通路孔634，由此避免本技术的第一实施例中的各个半导体元件

的单独的通路孔的对准失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整体通路孔可以具有更光滑的内表面，

用于进一步改善形成在整体通路孔内的连续的导电材料的均匀性。然而，与本技术的第一

实施例相比，在第二实施例的单一的步骤S540中形成的通路孔634的大高宽比(aspect 

ratio)增加了工艺复杂性并减少了工艺公差。

[0044] 图4F和图6E分别示出了根据本技术的实施例的分别包括两个半导体元件和单一

的TSV互连的半导体装置400和半导体装置600。本技术不限于此，且可以包括更多的半导体

元件和TSV互连。图7是根据本技术的实施例的半导体装置700的示意性侧视图。

[0045] 如图7所示，半导体装置700包括基板710，基板710在其表面上具有多个接合垫

712。基板710可以是例如柔性印刷电路板(FPCB)的线路板。特别的，基板710包括施加在绝

缘芯层的两个表面上的导电图案，其没有详细的示出。绝缘芯层可以由各种电介质材料制

成，电介质材材料例如是聚酰亚胺层压板、包括FR4和FR5的环氧树脂、双马来酰亚胺三嗪

(BT)、或预浸料(PP)材料。

[0046] 半导体装置700还包括多个半导体元件730，经由贴附在每个半导体元件730的下

表面上的各个元件贴附材料层740在基板710的表面上将多个半导体元件730上下的堆叠。

半导体元件730可以是晶片或裸芯，由此本技术的实施例可以应用于裸芯至裸芯互连，晶片

至晶片互连、或裸芯至晶片互连。本实施例中的半导体元件的数量不限于如图7中所示的四

个，且在需要时可被调整。

[0047] 半导体装置700还包括多个整体通路孔734。每个整体通路孔734完全的通过所有

的半导体元件730和所有的元件贴附材料层740延伸。每个整体通路孔734沿各个整体通路

孔734的延伸方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直径，并与基板719的表面上的相对应的接合垫712对

准。通过例如电镀工艺的单一的金属填充步骤，将导电材料750填充在各个整体通路孔734

中，以形成各个TSV互连。在这种情况下，导电材料750与基板710的相对应的接合垫712物理

的和电气的接触，并贯通整体通路孔734是连续的而没有额外的界面。半导体装置700还可

以包括形成在每个整体通路孔734的侧壁上的籽层(未示出)，以有助于电镀工艺。本实施例

中的TSV互连的数量不限于如图7所示的两个，且在需要时可被调整。另外，半导体装置700

还可以包括在基板710上包封半导体元件730的模塑料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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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根据本技术的实施例，通过堆叠在基板上的半导体元件形成具有实质上相同的直

径的整体通路孔，用于TSV互连，由此改善具有TSV互连的半导体装置的结构完整性和机械

强度。另外，与具有通过多次电镀工艺形成的TSV结构的半导体装置相比，通过单一的金属

填充步骤填充在整体通路孔中的连续的导电材料由于较少的界面缺陷改善了导电率。.

[0049] 为了说明和描述的目的，已经呈现了本发明的前面的详细描述。其不旨在穷尽或

限制本发明为公开的精确形式。根据上述教导的许多变型和变化是可能的。选择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为了最好的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实际应用，从而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最好地

利用在各种实施例中的本发明和各种变型以适合于预期的特定用途。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

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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