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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碱和分散剂对蓝宝石基片研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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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LED制造工艺中，金刚石研磨液是一种关键的耗材，用于蓝宝石衬底的研磨和外延
片的背减薄，但目前金刚石研磨液均以有机物作为分散介质。采用水为分散介质、多晶金刚石微粉
为磨料，在相同研磨条件下，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碱和分散剂对蓝宝石研磨性能的影响。分别采用分
析天平称重法和原子力显微镜测试了研磨速率和蓝宝石的表面粗糙度。结果表明，抛光后蓝宝石表
面质量和抛光液分散性有严格的依赖关系，而抛光速率和研磨液分散性并不严格相关。最后，采用
三乙醇胺为 pH值调节剂，Orotan1124为分散剂，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去除率和较好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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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mond slurry is one of the key consumables in the LED manufacturing process which was
used in the lapping of sapphire substrate and the back-thinning of epitaxial sapphire wafer． However，the
diamond particle is usually dispersed in organic medium． The effect of alkaline agents and surfactants on
the lapping of sapphire substrate was investigated using water-based diamond slurry． Analytical balance
and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 AFM) were adopted to characterize the lapping rate and surface roughness，
respectively．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sapphire is close related with
dispersibility of diamond slurry but the lapping rate not． Using the triethanolamine and Orotan1124，the
relatively higher removal rate and better surface quality wer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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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 LED制造业中，通常采用异质外延的方
法生长氮化镓 ( GaN) 发光层［1］。由于单晶蓝宝

石基片与 GaN 晶格能够相匹配且单晶蓝宝石基片
在可见光范围内透光性比较好［2］，蓝宝石衬底已
经占 LED衬底的 95%以上，专家预测工业生产的
这个比例将会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左右［3］。

一般情况下，LED 制造工艺中，蓝宝石的研
磨包括衬底表面加工中的双面粗磨、单面精磨和外
延后的背面减薄。不同厂家根据自身的条件，采用
不同的工艺和不同的耗材。文东辉等人［4］采用碳
化硼磨粒，对比分析铸铁、合成铜和合成锡盘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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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蓝宝石衬底的表面粗糙度和研磨表面均匀性，研
究发现铸铁研磨盘获得的蓝宝石衬底宏观表面均匀
性和平面度优于合成铜盘和锡盘。李冰等人［5］以
碳化硼为磨料，研究了蓝宝石基 LED 外延片减薄
过程中去除速率和表面粗糙度与研磨转速和研磨压
力的关系，比较了不同的磨料颗粒度对去除率和表
面粗糙度的影响，为背面减薄和抛光工艺的优化提
供了依据。王娟等人［6］的统计表明: 国内在批量
加工蓝宝石衬底片的过程中，破裂及塌边比例较
高，约占总数的 6%，抛光后衬底表面划痕较多，
因此研磨工序十分重要。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蓝宝
石减薄进行了研究，但对以水为分散介质的金刚石
研磨液添加剂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文通过对比实验，以 6 μm 多晶金刚石微粉
为磨料，研究了不同碱和不同分散剂对蓝宝石研磨
速率和研磨后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为用于蓝宝石研
磨的金刚石基研磨液研究提供了依据。

1 实验

1. 1 金刚石研磨液的制备
称取 0. 1 g分散剂溶解于 100 mL去离子水中，

再加入 0. 4 g多晶金刚石微粉，并加入适量的碱和
( 或) 分散剂，磁力搅拌 10 min，超声分散10 min，
得到金刚石分散液。

图 1 金刚石磨料的 SEM形貌
Fig. 1 SEM image of the poly-crystal diamond

1. 2 金刚石研磨液的表征
采用 S － 4700 扫描电镜 ( 日本 Hitachi 公司)

对金刚石粒子的形貌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可见粒子外形为不规则形状，粒度分布均一，绝大
多数处于 5 μm左右。取质量分数为 0. 05%的金刚
石分散液，调节不同的 pH 值，采用 Nicomp 380
( 美国 Particle Sizing System ( PSS) 公司) 测其中

位粒径和 zeta电位。利用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测
定金刚石分散液的吸光度来说明其分散稳定性。悬
浮体系的吸光度大小可表示为

A = lg( I0 － I) = εbc ( 1)
式中: A为吸光度; I0 和 I 分别为入射光强度和透射
光强度; b为光程 ( 单位: cm) ; ε 为摩尔吸光系数
(单位: L·mol －1·cm －1) ; c为物质的量浓度 (单位:
mol /L)。

由式 ( 1) 可知，吸光度的大小与悬浮液中的
固体粒子浓度成正比，浓度越高，吸光度越大，则
粒子在悬浮液体系中的分散稳定性能越好。
1. 3 研磨实验

采用 UNIPOL － 1202 型单面自动精密研磨抛光
机 ( 沈阳科晶) 进行研磨实验，研磨盘为直径
300 mm的铸铁盘，研磨工艺参数为: 抛光机下盘转
速为60 r /min，每片基片承载为 2. 5 kg 圆柱形不锈
钢载荷块，抛光时间为 5 min，抛光液流速
为10 mL /min。

研磨工件是直径为 50 mm 的蓝宝石基片，用
蜡将其粘贴在圆柱形载荷块表面，研磨结束后用丙
酮、乙醇、去离子水分 3 步清洗其表面的蜡，研磨
液为上述制备的金刚石分散液，质量分数为
0. 4%，其中含有 pH值调节剂或 ( 和) 分散剂。
1. 4 研磨速率与研磨后表面质量的检测

用分析天平称量研磨前后蓝宝石基片的质量，
然后再根据公式换算得材料的去除率 MRR为

MRR = 107 × Δm
ρ × 2. 542 × π × t

( 2)

式中: Δm为研磨前后质量差 (单位: mg) ; ρ为蓝宝
石基片的密度 ( 单位: g /cm3 ) ; t 为研磨时间 ( 单
位: min)。用 Q － Scope 250 原子力显微镜 ( 美国
Quesant Instrument公司) 检测研磨后的表面粗糙度。

2 结果与讨论
2. 1 pH值对金刚石在水基分散液中的平均粒径

和 zeta电位的影响
由图 2可以看出，金刚石粉的平均粒径和 zeta电

位受体系 pH值影响很大，并且平均粒径和 zeta 电位
之间有相当好的依赖关系，zeta 电位绝对值越大，平
均粒径越小。金刚石粉在水介质中的等电点的 pH值
约为 2。按照悬浮液体系稳定原理，zeta 电位绝对值
大于 30 mV时，体系才处于稳定状态。当 pH ＜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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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pH值的增加，颗粒表面的 zeta电位向负方向移动，
但绝对值均小于 30 mV，粒子之间的静电斥力不足以
与粒子之间的吸引力相抗衡，粒子布朗运动使得粒子
互相碰撞发生聚沉，分散稳定性很差，导致测得的平
均粒径较大。当 pH≥5 以后，zeta 电位变化不再明
显，粒子间的静电斥力较大，大于 30 mV，较大的静
电斥力减少了粒子互相聚集的机会，使其在水介质中
以单分散的状态存在，导致平均粒径不再发生明显波
动。考虑到蓝宝石实际减薄条件以及金刚石磨粒的稳
定性，pH值控制为 7. 9 ～8. 1。

图 2 多晶金刚石在水中的粒径 ( D ) 和 zeta 电位
( Vzeta ) 与 pH值的关系曲线图

Fig. 2 Curves of the particle size and zeta potential of the
poly-crystal diamond in the water as a function of pH

图 3 含不同碱的金刚石研磨液的吸光度随时间的变化
曲线

Fig. 3 Absorption of diamond slurries containing different
alkaline agents as a function of time

2. 2 不同碱对蓝宝石研磨的影响
在碱性研磨液中，碱的选择很重要。本文选用了

两种常用的无机碱氢氧化钠 ( NaOH)、氢氧化钾
( KOH) 和一种有机碱三乙醇胺 ( N( C2H4OH) 3 ) 来
调节金刚石分散液的 pH值。用不同碱调节 pH值的
金刚石研磨液的吸光度 ( A)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3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增加，吸光度随之逐

渐下降，这是由于金刚石逐步沉降造成的。但在同一
时间点，用 N( C2H4OH) 3调节 pH值的研磨液吸光度
最大，表明其分散性最好，这是因为三乙醇胺有羟基
和氨基等强吸附、高分散力的表面活性物质; KOH次
之，NaOH最差。

图 4所示为不同碱调节 pH 值的金刚石研磨液
对蓝宝石的研磨速率和研磨后蓝宝石的表面质量的
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研磨速率和表面质量变化趋
势相一致，研磨速率越低，表面 RMS 粗糙度值越
小，即表面质量越好。另外，它们的变化与其分散
性密切相关，分散性越好，研磨速率越低，表面质
量越好。用N( C2H4OH) 3调节 pH值的研磨液研磨速
率最低，但表面质量最好。研磨液中常使用 NaOH
和 KOH等强碱作为 pH值调节剂，但是碱金属粒子
在研磨过程中进入衬底或介质层中，从而引起器件
的局部穿透效应以及漏电流增大等效应，使芯片的
可靠性降低，寿命减小。而有机碱除了不引入金属
离子外，还能充当缓冲剂，当抛光液局部 pH 值发
生变化时，可以迅速释放本身的羟基调整 pH 值，
使研磨液的 pH值稳定［7］，从而使蓝宝石表面研磨
速率均匀，得到较好的表面质量。综合考虑，本文
选用有机碱三乙醇胺作为 pH值调节剂。

图 4 含不同碱的金刚石研磨液对研磨性能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alkaline agents on the lapping

performances of the diamond slurries

2. 3 不同分散剂对蓝宝石研磨的影响
分散剂能提高金刚石磨粒在其分散液中的稳定

性，本文研究了分别单独加入阳离子型 ( 十六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CTAB) 、阴离子型 ( 聚丙烯酸钠，
Orotan1124) 、非离子型 ( 聚氧乙烯月桂醚，Brij35)
分散剂和六偏磷酸钠 ( SHMP ) 作为分散剂，用
N ( C2H4OH) 3调节 pH值时，金刚石磨料的分散稳
定性及其对蓝宝石研磨性能的影响。含不同分散剂
的金刚石研磨液的吸光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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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从图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点，Orotan1124
的吸光度最大，表明其分散性最好，这可能是因为
Orotan1124是一种阴离子型聚合物分散剂，不但会
使其表面负电荷增加而斥力增加，而且会在粒子之
间形成空间位阻阻止其团聚［8］; 含 Brij35 和 SHMP
的分散液在前 15 min 内相差不大，但 15 min 后，
SHMP比 Brij35表现出了较好的分散性; CTAB吸光
度最小，分散性也就最差，这可能是由于 CTAB 的
阳离子与金刚石磨粒表面的负电荷中和，使金刚石
粒子表面电位降低，故沉降性变差。

图 5 含不同分散剂的金刚石研磨液的吸光度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

Fig. 5 Absorption of diamond slurries containing different
dispersion agents as a function of time

图 6 为含有不同分散剂的金刚石研磨液对蓝宝
石的研磨速率和研磨后蓝宝石的表面质量的影响。

图 6 含不同分散剂的金刚石研磨液的对研磨性能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ifferent dispersion agents on the lapping

performances of diamond slurry

研究发现，除 Brji35以外，加入其他表面活性剂
均使去除速率降低，这与文献［9］报道结果相一致。另
外，表面质量和其分散性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即分散
性越好，表面质量越好，故含 Orotan1124的研磨液所
得的 RMS 粗糙度值最小，而 CTAB 最大，SHMP 比
Brij35稍小。而对于含不同分散剂的研磨液，研磨速

率与其分散性没有依赖关系，Brij35 最大，其次是
Orotan1124 ( 1 900 nm/min ) ，再次是 SHMP，CTAB
最小。

3 结论

本文采用多晶金刚石为磨料，在相同研磨条件
下，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碱和分散剂对蓝宝石研磨速
率和研磨后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经过筛选，用三乙
醇胺为 pH 值调节剂，Orotan1124 为分散剂，获得
了较高的研磨速率和较好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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