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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LED平板灯的应用

光
刻制程是芯片制程的关键之

重，它利用各种波长光线对光

刻胶进行曝光，才能制作出纳

米级的电子线路，包括 436 纳米的

G-line、405 纳 米 的 H-line、365 纳

米 的 I-line、248 纳 米 的 Deep UV、

193 纳 米 的 Deep UV、157 纳 米 的

Vacuum UV。若无尘室内的照明灯具

发出上述蓝光或紫外波长的光线，会

造成光刻胶异常曝光，严重影响半导

体生产良率。

对于光线的洁净要求

为了使工作人员可视且不影响光

刻制程良率，芯片制程黄光室应采用

特殊灯光照明。由于过滤了波长 520

纳米以下的光线，整体灯光呈现黄色，

因此芯片制程黄光室照明灯具被称作

“黄光灯”，光刻制程也被称作“黄光

制程”。

半个世纪以来，黄光制程照明几

乎没有任何演进与发明，依旧使用极

为耗电的黄光日光灯管，即白光日光

灯管采用黄光膜包覆过滤波长 520 纳

米以下的光线。如图 1 为 T8 黄光日

光灯管光谱图，520nm 纳米以下没有

突出光谱，但是 T8 日光灯管不仅耗

电，发光效率大幅降低，而且散热性

能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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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制造产业无尘室照明分为白光室与黄光室，其中黄光室所使用照明必须不含520nm

波长以下光线，以免造成光刻胶异常曝光，导致芯片报废。最新的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

LED平板灯，光谱520nm以下波长滤光、光效高更省电、低眩光无频闪、寿命长，且不

含汞污染，能够全面取代传统荧光灯管成为新一代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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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我国与 86 个国

家和地区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汞的

水俣公约》（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公约要求缔约国自

2020 年起，禁止生产及进口含汞产品。

2016 年 4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会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7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并要求自生效日起，

禁止使用汞及含汞产品，包含荧光灯

等。显然，芯片制造业目前没有办法

跟上全世界禁用汞产品的趋势，关键

在于一直没有人针对波长 520 纳米以

下提供照明解决方案。

LED的出现

照明并不是从爱迪生发明电灯才

开始，原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

阳提供了整个白天的照明。为了延长

活动时间，燃烧木材的火把、壁炉，

利用动物油脂制作的蜡烛，燃烧煤气

煤油的煤气灯、煤油灯等灯具出现，

使人类有了在夜晚继续活动的能力。

照明技术的演进，造就了更好的

照明质量，从烛光、煤灯、白炽灯、

日光灯管，一直到 LED。

LED (Light-emitting diode) 又称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利用三价及五价

元素所组成的发光半导体组件。掺杂

三价杂质的材料，由于含有大量带正

电的电洞，称做 P 型半导体 ；掺杂

五价杂质的材料，由于含有大量带负

电的电子，称做 N 型半导体。P 型半

导体和 N 型半导体组合通电后产生

顺向偏压，P 型半导体中的电洞会往

N 型半导体移动，N 型半导体中的电

子会往 P 型半导体移动，两者在 P-N

接面的空乏区结合，根据材料的能阶

高低决定发光波长，以光子方式释出

能量。 

于白光 LED 大部分出射光为蓝光，

此部分被滤除会大幅降低整体发光效

率。由于不同材料的 LED 可发出不

同波长，若选用黄光单波长 LED，利

用黄光板滤除其中的小部分蓝光，则

可提升有效光量。

LED 发光角度较大，且会有部

分光线被扩散板反射回灯箱内，装入

反射片可降低光损耗，提升整灯发光

效率。

单颗 LED 的发光面积小辉度高，

为避免工作人员直视灯具时产生不适

眩光，可采用扩散板使光线漫射，使

整灯发出柔和不刺眼的灯光。

新的技术为照明带来了质的升

华，LED 的光效更好，能以较低的功

耗提供更高的光通量，拥有更低的发

热性能及更长的寿命。

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LED平板灯的

组成

以直下式 LED 平板灯为例，组

成组件由内至外分别为 LED、反射片、

黄光板、扩散板。

用于黄光制程的照明灯具不可发

出波长 520 纳米以下的光线，若沿用

黄光日光灯管原理，使用白光 LED

作为光源，利用黄光板滤除蓝光，由

图1. T8黄光日光灯管光谱图。

图2. AREX广中黄光平板灯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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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LED平板灯的

应用

LED 平板灯是否能取代日光灯

管在黄光制程中使用，我们来比较几

个数据：光谱、光效、寿命、成本、

照明质量。

1. 对于芯片制程有根本性影响的

光谱，黄光 LED 平板灯可以达到与

黄光日光灯管相同的 520 纳米以下滤

光水平，图 2 为黄光 LED 平板灯的

光谱图，可以看到光谱在 520 纳米以

下没有突出光谱，最接近传统 T8 灯

管的规格。图 3 为黄光 LED 平板灯

的 300-1100 纳米全光谱测试，300-

400nm 紫外波段也是无光谱，400-

520nm 蓝光波段无光谱，确保光刻胶

不会异常曝光，另外 800-1100nm 红

波波段也无突出光谱，代表没有红外

波段造成的热源，同时也不会影响芯

片制程设备中的红外波段传感器。

2. 由于黄光日光灯管系利用白光

灯管搭配黄光膜滤除蓝光，发出的大

部分光线都被滤除，光效不高，须使

用 3-4 支 40W 的灯管来提升光通量，

以 3 支灯管 120W 为例；黄光 LED

平板灯使用黄光 LED 搭配黄光板，

此辉度较高，使用者直视灯具会有不

适眩光；LED 平板灯利用扩散板使光

线出射于整个出光面，放大了出光面

积，辉度自然降低。频闪一般不被感

知，但会被视神经捕捉，频闪带来的

明暗跳跃易引起视觉疲劳，选用无频

闪灯具，可有效预防近视。

还有一个关键，是芯片制程设备

的交流电压为 277V，黄光 LED 平板

灯的 Power 为了符合 AC/277V 并考

虑突波的影响，设计抗突波组件，更

大的变压器与电容保护，确保黄光

LED 平板灯的寿命与可靠度。

目前市面上有一种 LED 黄光灯

管，选用标准白光 LED 加上一片滤

光片，除了光效不高外，最大的问题

在于 LED 灯管背面的空间太少，无

法设计足够大且耐承受的电子组件，

来符合芯片厂 277V 电压，同时 LED

灯管的散热面积太小，在无尘室灯具

内没有空气对流的严苛环境中，LED

与 Power 的散热更是隐患，少数芯

片厂测试 LED 灯管的经验都发现，

LED，Power 寿命，可靠度与电压承

受度都有问题。

结论

照明科技的演进，不仅光效越来

越高，光线质量也逐渐提升。

在符合黄光室的滤光需求下，黄

光 LED 平板灯在光效、寿命、成本等

方面都优于黄光日光灯管。同时在《关

于汞的水俣公约》倡导下，可以预测，

芯片制程黄光室专用 LED 平板灯的

应用将成为常态，广泛应用在各种需

要光刻制程的工厂，如芯片制造，芯

片 代 工，DRAM，TFT-LCD，GaAs，

PCB 印刷等各产业的黄光室。

只滤除少部分光线，光效可达黄光日

光灯管的三倍，选用 38W 黄光 LED

平板灯即可替代 3 支 T8 灯管 120W，

可以节省 82W 功率，节省 68% 的耗

电。 （以 24hr/365 天点灯芯片厂为例，

一盏灯具一天可以省 1.96 度电，1 年

可以省 715 度电，省下的电费与能源

非常惊人。）

3. 依据规格书，日光灯管寿命

（至故障率 50%）为 15000 小时，额

定 LSF 在 12000 小 时 有 89%， 到

16000 小时剩 33%，20000 小时更只

有 2%。LED 寿命根据 LM-80 的测

试及 TM-21 计算，在五万小时以上，

因此更换黄光 LED 平板灯，可以大

幅减少芯片厂更换 T8 灯管的耗材，

人力工时与更换灯管产生的潜在污染

可能。

4. 黄光日光灯管一支 100 元，一

盏灯 3 支 300 元。黄光 LED 平板灯

一盏要价 1200 元，足足是日光灯管

的四倍。考虑灯管更换及使用期间省

下的电费，两者的花费在第三年交叉。 

5. 照明的质量对于产品、对于人

员的健康度都有影响，良好灯具对于

两者都有益处。灯管发光面积小，因

图3. AREX广中黄光平板灯SGS全光谱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