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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推導出晶圓上某一點的相對速度，考慮晶圓和研磨墊的轉速相同，則相對速度成為一個定
值且研磨墊為一很大的平整平面，則建立一套二維準靜態的分析模式。其次，以 Brebbia 和 Dominquez
推導 Somigliana 恆等式為基礎，導入位移和分佈力的基本解，在忽略體力作用和考慮定元素的條件下，
經離散化後而得到包括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研磨墊與維持環之邊界積分統御方程式。最後，考
慮同時承受晶圓承載器負荷、載具膜背壓和維持環負荷而建立一套包含施加不同載具膜背壓分佈形式的
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之二維軸對稱準靜態邊界元素模式，探討全域載具膜背壓分佈和局部載具膜背壓分佈
對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力和不平坦度的影響，結果顯示(1)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分佈與實驗的表面材
料移除率在靠近晶圓邊緣處皆有陡昇的突然變動，然後下降的現象，因此利用邊界元素法得到的 von Mises
應力，來預測晶圓表面之材料移除率是可行的，(2)在維持環-晶圓承載器負載比固定為 0.8、晶圓與維持
環間距固定為 0.069in.，研磨墊彈性模數固定為 333psi 的條件下，加入局部載具膜背壓得到的晶圓表面平
均 von Mises 應力和最大 von Mises 應力均小於全域載具膜背壓，此外對不平坦度而言亦有相同現象。

關鍵字：化學機械研磨製程、維持環、載具膜背壓、邊界元素模式、von Mises 應力、不平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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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relative velocity at a given point on the wafer surface will be first derived. Revolutions of
the wafer and the pad are assumed the same to achieve a constant velocity and the pad is a huge plane, then, a
two-dimensional quasic-static analysis model will be established. Next, based on the Somigliana’s identity
derived by Brebbia and Dominquez, inferring to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of displacement and traction,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body force is ignored and constant element is used, the boundary integral governing
equation involving in the wafer carrier, the back pressure of the carrier film, the wafer, the pad and the retaining
after discretizing was derived. Thereafter, a 2D axisymmetrical quasic-static boundary element model
considering the carrier load, the film load and the retaining ring load for CMP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ame tendency to possess that near the wafer edge, it would increase dramatically and then drop
between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chieved by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removal rate,
it verifies that the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used in the stress analysis in a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process to predict the wafer’s nonuniformity qualitively is feasible. (2)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retaining
ring-wafer carrier load ratio is 0.8, the wafer-retaining ring gap is 0.069in. and the pad’s modulus is 333psi, the
average and the maximum von Mises stress on the wafer surface due to the addition of the local back pressure of
carrier film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global to the back pressure of carrier film. Otherwise, the nonuniformity is
the similar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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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主要是利用研磨墊、研磨液，配合機械動作，將晶圓表面的金屬薄膜研
磨除去，以達到所要求的平坦度。由圖 1 知在研磨的過程中，由於晶圓邊緣處的應力集中現象，
使得晶圓在邊緣處過度研磨，造成材料移除率增大，導致整片晶圓的不均勻度提高，而無法達
到全域平坦化的要求，因此以維持環機構將晶圓邊緣所產生的應力集中轉嫁到維持環與研磨墊
的接觸面上，來改善和補償上述邊緣過度研磨的現象，並防止晶圓於研磨過程中滑出晶圓承載
器，如圖 2 所示。

圖 1 化學機械研磨製程

圖 2 維持環機構示意圖
Srinivasa 等[1]建立一個化學機械研磨製程的線彈性研磨模式。它忽略了研磨液作用，假設
晶圓表面的剪應力是均勻分佈，藉由 von Mises 應力分佈狀況預測晶圓表面不平坦度，經由
ANSYS 套裝軟體模擬，結果顯示應力分佈狀況確實對表面不平坦度造成影響。Wang 等[2]建立
化學機械研磨之二維軸對稱線彈性模式。他們忽略了研磨液作用，並假設晶圓表面的剪應力分
佈是均勻的。經 I-DEAS 套裝軟體模擬，得到晶圓表面之受力情形，結果與[1]均有邊緣應力大
增的現象，但位置卻不大相同。Lin 和 Lo[3][4]首先依據最小總位能原理和軸對稱彈性應力-應變
關係式，建立一個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之二維軸對稱準靜態邊界元素模式，分析研磨過程中，晶
圓表面的 von Mises 應力分佈趨勢，軸向應力、環向應力、徑向應力和剪應力對 von Mises 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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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及軸向應變、環向應變、徑向應變和剪應變對晶圓變形的影響。結果發現 von Mises 應
力在靠近晶圓邊緣處，有陡昇的晶圓邊界效應；軸向應力和軸向應變是影響晶圓表面的 von
Mises 應力分佈和變形的主要因素。接著，進一步分析晶圓表面的 von Mises 應力分佈趨勢，研
磨墊、載具膜的特性和晶圓承載器負荷對晶圓表面應力和不平坦度的影響。結果得到晶圓表面
的 von Mises 應力分佈和材料移除率有相似的趨勢，研磨墊的彈性模數、厚度和晶圓承載器負荷
的改變對晶圓表面應力和不平坦度有較大的影響，而載具膜的影響並不大。Lin[5]在晶圓承載器
外圍加入一圈維持環機構，發展一個包括維持環之二維軸對稱準靜態有限元素模式，探討維持
環對晶圓表面應變、應力和不平坦度的影響，發現維持環可以減少晶圓表面的應力分佈，降低
不平坦度，達到晶圓表面邊緣過度磨耗和防止晶圓於研磨過程中滑出晶圓承載器的目的。Lo 等
[6]進一步分析晶圓-維持環間距和維持環-晶圓承載器負荷比對晶圓表面的應力和不平坦度的影
響，得到當晶圓-維持環間距和維持環-晶圓承載器負荷比在一定的範圍內，確實可以改善晶圓表
面的不平坦度。林有鎰等[7]建立包括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維持環與研磨墊五層結構的
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之二維軸對稱有限元素模式，負荷形式為晶圓承載器負荷、載具膜背壓和維
持環負荷。改變載具膜背壓的分佈形式，探討載具膜局部背壓分佈對晶圓應力和不平坦度的影
響。
截至目前為止，以邊界元素法為數值方法的工具來模擬 CMP 的研究者不多，然而因為邊界
元素法具備只需要對分析區域的邊界做離散化處理，近似求解，不必牽涉領域，元素數目和記
憶容量因此可大幅地減少的優點，此正是分析晶圓表面應力分佈的利器。Lou 等[8][9]建立一套
二維薄結構(thin structure)之邊界元素模式，推演理論模式並應用於界面應力分析。Lou[10]建立
一套 CMP 二維邊界元素模式，分析研磨過程中，晶圓表面的壓力分佈和晶圓表面材料的移除率
的關係。林有鎰等[11]建立一套 CMP 二維準靜態邊界元素模式，藉此求得晶圓與研磨墊之間的
應力分佈與表面不平坦度的關係，結果顯示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分佈與實驗得到的表面材料
移除率趨勢相同。

貳、理論基礎
2-1 二維軸對稱準靜態模式
圖 3 為晶圓和研磨墊相對運動示意圖。對任一個位於晶圓上之加工點 A 而言，其對於研磨

墊之相對速度 V 為


 


(1)
V = − ωp * R wp − R w * (ωw − ωp )




式中， ωw ：晶圓轉速， ωp ：研磨墊轉速， R wp ：研磨墊中心到晶圓中心之距離， R w ：晶圓上

(

)

之加工點 A 到晶圓中心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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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晶圓和研磨墊相對運動圖


由(1)式，若研磨墊與晶圓具有相同的角速度與方向，即 ωw = ωP ，則晶圓上之加工點 A 的

(

)




相對速度 V 為 − ωp * R wp ，它是一個定值。依此，可以得到晶圓表面與研磨墊之間的剪應力為
定值，且均勻分佈於兩者的界面，因此本文忽略剪應力的影響而建立一個準靜態模式；而在數
學模式建構上，因晶圓負載和維持環背壓均為軸對稱分佈，且若假設研磨墊為一大的平整平
面，則幾何形狀也可以軸對稱分佈來簡化，故本文簡化為二維軸對稱準靜態模式，如圖 4 所示，
其中 P1 為晶圓承載器均佈負載、P2 為維持環均佈負載、P3 為載具膜背壓、W 為晶圓-維持環
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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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載具膜全域背壓

r

(b) 載具膜局部背壓
圖4 二維軸對稱準靜態模式

2-2 邊界元素模式
2-2-1 基本解(Fundamental solution)


位移的微分方程式(Navier Equation)
考慮力量作用在一個物體上微小元素，其平衡方程式如下：

∂σij ∂x j + f i = 0
式中， σ ij ：應力， x j ：X、Y、Z 方向， f i ：外力。
利用 Hooke 定律，得到 Navier 方程式，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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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2

1
−f
∇(∇ ⋅ u ) =
1 − 2ν
u

(3)

式中，u：位移， ν ：Poisson 比。


Betti 互換定理(Betti’s reciprocal theorem)
假如有一個彈性體受到兩組應力作用且滿足平衡，則第一組(a)的力量作用在第二組(b)在位

移所作的功，會相等於第二組(b)的力量作用在第一組(a)在位移所作的功，此即為功的互換定
理，由此觀念可推導出積分的關係：

∫ t i u i dS + ∫ fi
V
S
( b) (a )
+ ∫ f i u i dV
(a )

(b)

(a )

u i dV = ∫ t i u i dS
(b)

(b)

(a )

S

(4)

V

式中， t i 和 u i 為分佈力和位移在 i 方向的分量。
2-2-2 二維軸對稱方程式


軸對稱位勢方程式
Becker[12]定義軸對稱座標系統(又稱為圓柱座標)，其有三個方向分別為：徑向(r)，軸向(z)，

環向( θ )。利用分析環向的積分以得到由徑向和軸向所組成的核函數。軸對稱的 Laplace 方程式
如下：

∇ 2φaxi =


∂ 2φ 1 ∂φ
+
=0
∂r 2 r ∂z 2

(5)

軸對稱彈性邊界積分方程式

 u r ( p) 
u z (p)  +
 T (p, Q) Trz (p, Q)   u r (Q) 
r dΓ ( Q )
2π∫  rr
T (p, Q) Tzz (p, Q)  u z (Q)  Q
Γ  zr
 U (p, Q) U rz (p, Q)   t r (Q) 
r dΓ ( Q )
= 2π∫  rr
U (p, Q) U zz (p, Q)   t z (Q) Q
Γ  zr

(6)

式中，p：源點，Q：場點， Γ ：邊界， U ij (p, Q) ：位移向量， t r 、 t z ：軸向和徑向 traction， u r 、

u z ：徑向和軸向位移。


軸對稱彈性統御方程式

[A][u ] = [B][t ]
式中， [A ] 、 [B] 矩陣包含 Tij 與 U ij 核函數， [u ] 為位移矩陣， [t ] 為牽引力矩陣。


(7)

CMP 二維軸對稱邊界元素模式
將二維軸對稱之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研磨墊與維持環五層結構分為領域 Ω1 、 Ω 2 、

Ω 3 、 Ω 4 和 Ω 5 ， Γ1 、 Γ4 和 Γ5 分別為晶圓承載器、研磨墊和維持環的邊界，如圖 5 所示。圖 6 表

示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研磨墊與維持環之邊界元素分割示意圖。圖 7 表示承受晶圓承載
器負荷、載具膜背壓和維持環負荷之 CM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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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研磨墊與維持環五層結構示意圖

圖 6 邊界元素分割示意圖

(a) 載具膜全域背壓

(b) 載具膜局部背壓

圖 7 承受晶圓承載器負荷、載具膜背壓和維持環負荷之 CMP 模式

參、結果與討論
3-1 模式驗證
本文以 von Mises 等效應力作為模擬應力之結果，von Mises 應力於二維軸對稱模型中可以
簡化如下：
1

σ=

1
2
[(σ rr − σ zz ) 2 + (σ zz − σθθ ) 2 + (σ rr − σθθ ) 2 + 6τ rz ] 2
2

(8)

式中， σ ：von Mises 應力， σ rr 、 σθθ 、 σ zz 和 τ rz ：徑向、環向、軸向應力和剪應力。
在忽略研磨液的化學作用的條件下，材料性質與幾何尺寸條件，如表 1 所示。
表 1 材料性質與幾何尺寸
彈性模數
(psi)
6

半徑

厚度

(in.)

(in.)

0.3

3.937

0.0278

5

0.035

蒲松比

晶圓

30 × 10

研磨墊

330

0.1

維持環

30 × 106

0.3

7

3.966(內)
4.083(外)

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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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為在 10psi 載具膜全域背壓條件下，模擬的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和距晶圓中心的距
離的關係。由圖八顯示在靠近晶圓中心處，von Mises 應力分佈平坦，變化不大，然後有陡昇的
突然變動，在靠近材料邊緣處，應力值達到最大值，而後明顯的下降。
圖 9 為在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National Nano Device Laboratories(NDL))實驗機台上之材料
移除率實驗值。圖上顯示材料移除率在靠近晶圓邊緣處有陡昇的突然變動現象，而後明顯的下
降；最後在邊緣處，應力值再次上升。
觀察圖 8 和圖 9，發現雖然二圖的條件不同，但晶圓表面的 von Mises 應力分佈與材料移除
率有相似的趨勢，即二圖的分佈趨勢和特性在定性上相互吻合，由此證明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模
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圖 8 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的分佈情形

圖 9 材料移除率實驗值
3-2 晶圓表面不平坦度
不平坦度定義如下：
R=

Smax
Savg

(10)

式中，R 為晶圓表面不均勻度， Savg 為晶圓表面平均 von Mises 應力， Smax 為晶圓表面最大 von
Mises 應力。
3-3 全域載具膜背壓分佈和局部載具膜背壓分佈對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和不平坦度的影響
在維持環-晶圓承載器負載比固定為 0.8、晶圓與維持環間距固定為 0.069in.，研磨墊彈性
模數固定為 333psi 的條件下，改變載具膜背壓分佈的形式，探討背壓分佈的形式對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與不平坦度的影響。若背壓分佈於載具膜全部，稱為全域載具膜背壓分佈；若參考
圖 8 的 von Mises 應力的分佈，將背壓施加的範圍只設定到達平坦處，約半徑 3.5”的地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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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局部載具膜背壓分佈。加入局部載具膜背壓得到的晶圓表面平均 von Mises 應力和最大 von
Mises 應力均小於全域載具膜背壓，如表二所示。此外對不平坦度而言亦有相同現象，如表二
所示。
表二 載具膜背壓分佈的形式對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的比較
載具膜背

Savg(psi)

Smax(psi)

R

10(全域)

8.76

109.31

12.47

10(局部)

7.08

48.94

6.91

壓(psi)

肆、結論
經由本文所建立的晶圓、維持環和研磨墊等結構之化學機械研磨之二維軸對稱準靜態邊
界元素模式，歸納模擬和分析結果，結論如下：
(1) 建立一套考慮晶圓承載器、載具膜、晶圓、研磨墊與維持環等五層結構，同時承受晶圓承
載器負荷、載具膜背壓和維持環負荷之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之二維軸對稱準靜態邊界元素模
式，其中包含施加不同載具膜背壓分佈形式。
(2) 模擬所得的晶圓表面 von Mises 應力分佈顯示在靠近晶圓邊緣處有陡昇的突然變動現象，而
後明顯的下降。此結果的分佈趨勢和特性與實驗的材料移除率有相似的趨勢，證明本文所
建立的分析模式在定性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 加入局部載具膜背壓得到的晶圓表面平均 von Mises 應力和最大 von Mises 應力均小於全域
載具膜背壓，此外對不平坦度而言亦有相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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