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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具自動線上銳化技術之智能高速晶粒分割系統
」，並應用於矽晶圓基板晶粒分割研究。傳統電鑄鑽石輪刀，鑽石
顆粒含量低，且基材剛性較低，填塞後便須直接拋棄處理，導致刀
具成本高。本研究嘗試以含硼聚晶鑽石輪刀取代傳統電鑄鑽石輪刀
，聚晶鑽石鑽石含量高達95%以上，且剛性高，可提高鑽石輪刀使用
壽命。為避免鑽石輪刀於晶粒分割期間，發生填塞，本研究提出一
種線上放電銳化的方法，藉由所設計的「線上放電銳化機構」與「
脈衝寬度調變放電電源」，開發出線上放電銳化技術，鑽石輪刀在
不拆卸情況下，可於短時間內，完成線上銳化工作。脈衝寬度調變
放電電源可輸出高頻、高峰值且窄脈衝寬度的放電波形，可使鑽石
輪刀表面快速形成高密度火花熔蝕坑(屑袋)，並裸露出銳利的鑽石
切刃。此外，以脈衝寬度調變電源進行線上放電銳化，鑽石輪刀亦
可獲得薄化效果及降低輪刀表面的石墨化層。實驗結果顯示，線上
放電銳化技術能快速實現刃厚30 μm、刃長400 μm，長寬比達
13：1的聚晶鑽石輪刀，表面具高密度且分佈均勻的鑽石切刃與屑袋
。為比較晶粒分割實驗的切割道品質，本研究提出「溝崩比」，以
便採用「類脆性研削」模式，以較快的進給率和類脆性研削深度
，進行晶粒分割，符合商用切割道的容許崩裂量及減少加工所耗時
間。實驗結果證實，經線上放電銳化後的聚晶鑽石輪刀，著實可改
善傳統電鑄鑽石輪刀切割晶圓所發生的崩裂、蛇行與歪斜等問題。
研究也藉由「智能化研削力感測機制」對矽晶圓基板進行10×10陣列
的晶粒分割驗證，發現晶圓正面及背面之溝崩比，分別達3.26及
1.87，優於商用的溝崩比(1.34)(溝崩比愈大，溝緣崩裂量愈少
)，且切割道具高筆直度，晶粒邊壁垂直平整，對半導體產業有實質
幫助，深具商業化價值。

中文關鍵詞： 線上放電銳化，溝崩比，類脆性研削模式，晶粒分割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 die separation
system with an in-situ w-EDD (Electro discharge dressing)
technology and the study of die separation on silicon wafer
substrate. Traditional electroformed diamond wheel tool has
a low content of diamond abrasives and low rigidity of the
substrate, which must be directly discarded after clogging
leading to a high cost of tool. In this study, a BD-PCD
(Boron-doped Polycrystalline Composite Diamond) in which
possesses a content of diamond abrasive more than 95% and
high rigidity is employed to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electroformed diamond wheel tool to improve the tool
lifetime. To avoid clogging happened during working, an in-
situ discharge dressing technology by which combines the
designed "in-situ dressing mechanism" with the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ower source" is developed. The diamond
tool can be in-situ dressed in a short time without
unloading. The PWM power source readily generates a current
train with high-frequency, high-peak and shot-pulse time,
which facilitates quickly form a high density spark erosion
crater (chip-pocket) on the surface of the diamond wheel



and expose the sharp cutting edge. In addition, a thin
diamond wheel tool with lower graphitization layer can also
be readily obtain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in-situ discharge dressing technology can quickly
finish a diamond wheel tool with a thickness of 30 μm, a
length of 400 μm and an aspect ratio of 13: 1. The diamond
cutting edges and chip pockets with high density and
uniform distribution has been revealed on the wheel
surface. To compare the kerf quality, A KCR (Kerf Chipping
Ratio) is proposed to perform a die separation at a faster
feed-rate and brittle-like grinding depth under a brittle-
like regime grinding, which meets the allowable chipping of
commercial scribe line and reduces processing tim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chipping, wavy
cutting and slant cutting of the traditional electroformed
diamond wheel can be improved by using the dressed BD-PCD
wheel tool. By apply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ized
grinding force feedback, a die separation with an array of
10×10 on silicon wafer substrate is verif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KCR on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wafer reached
3.26 and 1.8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better than the
commercial KCR (the larger the KCR, the smaller the
chipping at groove edge). Moreover, a scribe line with
high-straightness and -wall verticality can be achieved,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great
commercial value.

英文關鍵詞： In-situ w-EDD, KCR, Brittle-like regime grinding, die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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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具自動線上銳化技

術之智能高速晶粒分割系統」，並應用於矽

晶圓基板晶粒分割研究。傳統電鑄鑽石輪刀

鑽石顆粒含量低，填塞後便須直接拋棄處理

導致刀具成本高。本研究嘗試以含硼聚晶鑽

石輪刀取代傳統電鑄鑽石輪刀，為避免鑽石

輪刀於晶粒分割期間發生填塞，本研究提出

一種線上放電銳化的方法，藉由所設計的

「線上放電銳化機構」與「脈衝寬度調變放

電電源」，開發出線上放電銳化技術，鑽石輪

刀在不拆卸情況下，可於短時間內，完成線

上銳化工作。實驗結果證實，經線上放電銳

化後的聚晶鑽石輪刀著實可改善傳統電鑄

鑽石輪刀切割晶圓所發生的崩裂、蛇行與歪

斜等問題。研究也藉由「智能化研削力感測

機制」對矽晶圓基板進行 10×10 陣列的晶粒

分割驗證，發現晶圓正面及背面之溝崩比，

分別達 3.26 及 1.87，優於商用的溝崩比

(1.34)(溝崩比愈大，溝緣崩裂量愈少)，且切

割道具高筆直度，晶粒邊壁垂直平整，對半

導體產業有實質幫助，深具商業化價值。 

關鍵字： 線上放電銳化，溝崩比，類脆性

研削模式，晶粒分割 

  

1. 前言 

根據市場統計資料指出[1]，全球半導體

市場逐年成長，如圖 1 所示，近年來，半導

體產業蓬勃發展，其應用的晶圓基板材料更

難以傳統加工，其中晶粒分割(Die separation)

為半導體的重要製程之一，國內目前分割方

式主要分為傳統輪刀切割以及雷射切割兩

種，如何有效改善晶圓晶粒品質為國內半導

體廠商目前探討之問題。 

 

圖 1 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圖 

 

2. 線上放電銳化實驗 

2.1 具線上銳化技術之晶粒分割系統設計 

    為獲得較低崩裂的晶粒切割道，並且提

升半導體晶圓晶粒分割品質及效率，本研究

提出設計一具線上放電銳化技術的晶粒分

割系統。首先設計建構一高速晶粒分割系統，

如圖 2(a)所示，此外，本研究設計一線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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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銳化機構，如圖 2(b)所示，可在不拆卸鑽

石輪刀軸狀態下，作線上精微放電銳化修整

輪刀，移除放電削正後產生的石墨變質層，

其高速晶粒分割系統實體圖，如圖 2(c)。 

 

圖 2(a) 高速晶粒分割系統架構設計 

 

 

圖 2(b) 線上放電銳化機構 

 

 

圖 2(c) 具線上放電銳化之晶粒分割系統 

2.2 脈衝寬度調變放電電源迴路設計與開發 

一般RC放電迴路每發放電能量不一致，

所以效率極差；可程式控制RC效率高，但調

整放電能量較為複雜，因此，本研究設計脈

「 衝 寬 度 調 變 放 電 電 源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如圖3所示，作為線上

放電銳化之電源，可輸出高頻率且等脈衝寬

度的放電波列，能在短時間以高能量對工件

進行汽化移除材料，可避免因放電時間過長

所導致的熱影響。 

 

圖 3 脈衝寬度調變放電電源設計 

2.3 鑽石輪刀放電削正成型 

   本研究放電成型晶粒分割鑽石輪刀外型

輪廓，以電晶體開關為放電電源提高加工效

率，採「割二修二」放電方式加工，以此方

式加工，目的在於減少熱影響區及變質層厚

度，銷正完輪刀如圖4所示。 

 
圖4 含硼聚晶鑽石輪刀削正(側視100×) 

2.4 鑽石輪刀線上放電銳化 

    放電削正完成的含硼聚晶鑽石輪刀，需

以較小能量移除表面石墨變質層，並削薄鑽

石輪刀刃厚度，縮減晶粒切割道的寬度，本

研究使用「脈衝寬度調變放電電源」，並以倒

置式線上放電銳化，使殘渣因自重容易排出。

本研究放電銳化結果SEM圖，如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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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含硼聚晶鑽石輪刀銳化(側視 100×) 

3. 矽晶圓基板晶粒分割實驗 

3.1 含硼聚晶鑽石輪刀表面銳化實驗 

   鑽石輪刀隨研削長度的增加，其輪刀表

面填塞情形，經放電銳化後的鑽石輪刀表面

不能讓新的鑽石顆粒裸露出來，銳化後的鑽

石輪刀具有較佳的研削能力，然而，經研削

後的鑽石輪刀明顯被單晶矽切屑填塞，若未

立即銳化，會導致鑽石輪刀由研削轉為摩擦，

易損毀輪刀，導致晶粒切割道的品質受影響。

如圖 6 所示。 

 
圖 6(a)鑽石輪刀研削後填塞 

 
圖 6(b)鑽石輪刀放電銳化後 

3.2 智能化研削力實驗 

   在研削一定距離後，鑽石刀具表面會發

生表面火花熔蝕坑填塞問題，因此，為了避

免刀具已經在填塞狀態，晶粒分割製程仍以

相同的進給速度進行，使鑽石輪刀因研削力

過大而發生溝槽崩裂或鑽石刀具損毀的情

況發生，本研究建構智能化研削力判斷回饋

機制。圖 7 為智能化晶粒分割研削力判斷調

變進給率流程，智能化研削力判斷調變進給

率實驗結果，如圖 8 所示。 

 
圖 7 智能化晶粒分割研削力判斷 

 
圖 8 智能化研削力判斷之 KCR 值比較) 

 

4. 結果與討論 

4.1 矽晶圓基板晶粒分割驗證 

本實驗預計調整研削總深度，實際把矽

晶圓切破與分割成一粒粒晶粒，藉由高精度

旋轉平台，以旋轉 90°方式研削，因受限於

自行開發的真空平台溝槽尺寸，實驗以 2 mm

為等間距研削溝槽，預計可獲得 2 mm×2 mm

的正方形的陣列晶粒。本研究把使用鑽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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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研削後的晶粒與雷射切割後的晶粒進行

比較，以雙焦點雷射切割的晶粒，如圖 9 [2]，

文獻中利用雙焦點雷射可提升切割效率，縮

減加工時間，但表面會因熱影響發生較差的

變質層，本研究所研削的晶粒，如圖 10 所

示。由兩張圖可比較出，使用含硼聚晶鑽石

輪刀所研削的晶粒，研削面較為平整，且正

崩裂量少，反觀，以雷射切割的晶粒，切割

面受熱能影響，表面呈現熔融狀，相當不平

整，且晶粒的邊界亦有崩裂，並呈現波浪狀。

鑽石輪刀切割與雷射切割相比，鑽石輪刀成

本較低，但常發生填塞，刀具壽命低，剛性

不足等問題；而雷射切割，成本較高，切割

時容易發生熱影響區，使其切割面與邊界不

平整，進而影響周圍電子元件。因此，本研

究提出以「含硼聚晶鑽石輪刀」取代電鑄鑽

石輪刀，以提高鑽石輪刀的剛性， 並藉由

「線上放電銳化技術」，在鑽石輪刀表面完

全填塞時，能於短時間內立即進行線上放電

銳化，銳化後的鑽石輪刀可接續進行晶粒分

割製程，解決鑽石輪刀因填塞而拋棄的問題。 

 
圖 9 矽晶圓晶粒(雷射切割) [2] 

 
圖 10 矽晶圓晶粒 (本研究鑽石輪刀) 

5. 結論 

   本研究成功開發一部「具自動線上銳化

技術之智能高速晶粒分割系統」，並結合線

上放電銳化機構與智能化研削力機制，以利

於矽晶圓基板之晶粒分割成型，本研究其結

果以條列式敘述如下 

(a). 本研究成功實現「線上放電銳化技術」

之概念，於晶粒分割系統中建構一線上

放電銳化機構，每當鑽石輪刀填塞後，

可立即線上放電銳化，能使輪刀表面重

新獲得高密度屑袋與鑽石切刃。 

(b). 本研究以「脈衝寬度調變放電電源」進

行線上放電銳化，與商用電晶體放電迴

路相比，可穩定輸出高頻、大電壓與窄

脈衝寬度放電波形，能減少變質層厚度，

以及避免能量過高造成熱影響之危害。 

(c). 本研究提出「智能化研削力判斷機制」，

透過位移平台回饋電流，判斷研削阻抗，

並設定限制電流 0.7 A，調整鑽石輪刀研

削進給率，能避免鑽石輪刀因填塞發生

阻抗過大，導致輪刀損毀的問題，提高

晶粒切割道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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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 會議參加經過 

The 2020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and Manufacturing 

(ICMM 2020)是國際知名的機電與製造工程相關技術的研討會，今年是第 11 屆，

地點在日本東京的中央大學多摩校區(Tama Campus, Chuo University)，在國際機

電與製造工程技術領域中，佔有極重要地位。透由 ICMM 2020 所舉辦的研討會，

能獲得科技新知的交流、技術資料的蒐集及宣傳等，也常被視為瞭解國際機電與

製造及未來發展的重要指標。大會進行有全體性的會議(Plenary session)與口頭報

告(Oral session)等項目。 

二、 本次研討會主要議題包括以下七項： 

1. (T1)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 (T2) Materials Properties, Measur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 (T3)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Modelling 

4. (T4)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5. (T5) MEMS, NANO, and Smart Systems-on-Chip 

6. (T6) Energy Systems 

7. (T7) Mechatronics, Autom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三、 會議心得： 

    本次會議由Chuo University所主辦。大會第一天，主要是參加者報到、註冊

及簡單的會議接待儀式，以及了解場地與相關設備，因為在此次會議中，個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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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擔任製造分項會議的主席。 

    第二天早上(09:00-09:05 AM)由大會主席Prof. Po-Liang Liu(劉柏良教授，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wan)開頭致詞，對來自各國的學者與專家表

達歡迎之意，接續由主辦學校Prof. Naoyuki Ishimura (Chuo University, Japan)致

詞，也對來自各國的學者與專家表示歡迎之意。開幕完畢後，隨即進行Plenary 

lectures，由四位Keynote speakers進行主題演講： 

    第一篇Keynote由Prof. Makoto IWASAKI (Nago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演講Robust Vibration Suppression Control for Positioning Devices with Strain 

Wave Gearing，探討定位裝置的強健振動抑制控制行為。此篇論文提出一種實用

的耐用補償器設計技術，應用於包括應變波齒輪傳動裝置在內的精密定位設備。

研究著重於定位過程中的振動抑制，透由應用強健的全閉環控制來改善裝置的定

位精度，並在補償器設計中，假設可使用負載側(即齒輪的輸出)感測器建構全回

饋定位系統，因此採用H_inf補償器設計對機械振動的頻率特性進行微調。此篇

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已應用於實際設備的精密運動控制中，如伺服致動器，也通

過數值模擬和實驗進行驗證。 

    第二篇Keynote由Prof. Yoshihiko Uematsu (Gifu University, Japan)演講Fatigue 

limit prediction of additively-manufactured Ti-6Al-4V。研究探討Ti-6Al-4V增材製造

的疲勞極限預測。以增材製造(AM)技術製造而成的Ti-6Al-4V合金(Ti64)在室溫和

250°C下，分別進行旋彎與疲勞試驗，並研究其疲勞性能。在微觀結構下，AMed 

Ti64具有針狀α+β的微觀結構，與在常規熔融(CMed)的Ti64，觀察到的一樣。在

AMed Ti64中觀察到大小為20～50 μm的圓形缺陷，但在CMed Ti64中則未觀察到

圓形缺陷。在室溫和250°C下，AMed Ti64在107個循環時的疲勞極限分別為300

和250 MPa，而CMed Ti64在這些溫度下的疲勞極限分別為625 MPa和400 MPa。

在斷裂面的結構，疲勞裂紋由250°C的圓形缺陷及AMed Ti64的RT裂紋引起的。

因此，與測試溫度無關，而缺陷占主導的疲勞裂紋在AMed合金中占主導地位。 

    第三篇Keynote由Prof. Naoyuki Ishimura (Chuo University, Japan)演講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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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Value at Risk for the portfolio problem involving copulas, 探討關於涉

及Copulas的投資組合問題的風險價值估計，如圖1所示；第四篇Keynote由Prof. 

Kuo-Chih Chuang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演講Design and sensing of tunable 

elastic metamaterial/phononic crystal beams, 此項研究係探討可調諧彈性超材料/

聲子晶體樑的設計與感測，如圖2及3所示。 

    下午是分項會議的Oral時段，由於擔任分項會議主席，所以個人論文被安排

於第一順位發表，論文主題是Development of an original electromagnetic damper 

for microwire tension control in w-EDM。本項主題源自於科技部計畫「具自動線

上銳化技術之智能高速晶粒分割系統開發(MOST 108-2221-E-003-012 -)」，此計

畫除了發展智能高速晶粒分割系統外，亦發展於該智能系統的線上銳化技術，故

開發微米級線極張力控制技術，並以切割奈米聚晶鑽石(視為輪刀材料)精微結

構，作為此項研究的最後驗證。本研究提出一種由環狀陣列電磁鐵(Annular array 

electromagnet)控制的電磁阻尼器(Electromagnetic damper)與「水平式切割機構」

原創設計，專用於精密控制微米級線極的張力及切割高深寬比微細結構。「環狀

陣列電磁阻尼器(Annular array electromagnetic damper)」的線圈匝數設計為600

匝，三組電磁鐵端面以一微小磁隙均布定位於軟鋼轉盤上，透由微調輸入的電

流，可微密地改變電磁鐵與送線輪(Delivery wire bobbin)間的磁吸力(Magnetic 

attractive force)，電流解析度可達0.01A(相應的線張力解析度0.05g)，故可精細地

控制數微米等級(Micro-scale)的線極張力。為使微細線極能穩定且長距離傳送，

「水平式切割機構」設計包含有溝槽導輪(Groove roller)、線極導塊(Wire-electrode 

guide)與輔助導塊(Auxiliary guide)，以抑制線極因撓性(Flexibility)而發生的偏擺

與振動，穩定線極川流速度。實驗結果顯示，在0.52 A的電流控制下(相應的線極

張力10.0g)，所設計的電磁阻尼器與線極切割加工機構能精密且穩定地控制線徑

13m的鎢線線極張力。切割的實驗驗證在高熔點高阻抗的含硼奈米聚晶鑽石上

進行，具高一致性的鑽石微結構陣列能被成功切出，深寬比達1:20，顯示所開發

的「環狀陣列電磁阻尼器」及「水平式切割機構」，能對微米線極張力及其川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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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作精密且穩定的控制。會中，因機構非常精密且微小，所以也引起多位學者

的注意，提問和討論。 

    在本分項會議中，參與報告的作者，有來自中國，印度，泰國，菲律賓，台

灣，土耳其以及日本的學者等。其中，以泰國學者Jirawath Parnklang報告的Multi 

Frequency on RGB Lighting LED Driver Technique最吸引人，作者藉由大功率白色

照明LED以探討RGB入射光的強度。他們以適當半導體載頻響應的電流控制50

％佔空比之脈衝訊號源，提供給RGB白色照明LED。白色照明LED中的紅色，藍

色和綠色光的載流子之弛豫時間不同，取決於不同能量水平的載流子。這項研究

測量結果顯示，僅適用於藍色或紫外線基白色LED的最低佔空比，適用於脈衝訊

號在11%範圍內，比正常(低頻)訊號具有更高的相對光強。各篇發表完畢後，隨

即邀集各作者合影留念，如圖4之分項會議的發表作者合影。圖5及圖6分別為受

邀擔任分項會議主席的證明及參加證。 

四、 建議事項： 

本次會議所發表的論文，都相當嚴謹並具創新性。此會議不僅可提供一個讓

國際間的機電與精密製造技術交流的機會，更讓自己有機會接觸到各國不同的新

技術研發，尤其是趁此次機會，充分了解各先進國家在精密機電與製造技術的研

究現況與產業發展，個人認為是一趟成功的國際研討會之旅，建議學校應多鼓勵

老師參與國際研討會，包括經費挹注與支援，俾教師能拓展國際視野。 

五、 參與留影： 

  
圖 1 Prof. Naoyuki Ishimura 演講 圖 2 Prof. Kuo-Chih Chuang 演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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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rof. Kuo-Chih Chuang 演講-2 圖 4 分項會議之發表作者合影 

  

  
圖 5 受邀擔任分項會議主席證明 圖 6 ICMM 2020 參加證 

六、 攜回資料與論文刊登： 

1. 大會手冊與隨身碟各一份。 

2. 本篇論文已獲 JMPT 期刊刊登如下: 

S.T. Chen, L.W. Huang, J.P. Kuo, T.C. Pai, Development of an original 

electromagnetic damping-controlled horizontal cutting mechanism for 

microwire-EDM,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20, Vol.278, 

116538-9, (SCI,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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