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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火花线切割单晶硅的损伤层
高 连，刘志东，邱明波，田宗军，汪 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南京 210016)
摘 要：采用截面显微观察法和择优蚀刻法对电火花线切割单晶硅产生的亚表面损伤层进行检测。用光学显微镜观测和分析电火花线切割硅表面沿纵
向分层择优腐蚀后的形貌；用能谱仪对腐蚀后的硅表层杂质元素进行分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和测量腐蚀后硅样品的亚表面裂纹。结果表明：电
火花线切割单晶硅损伤层主要由杂质元素重污染层、重熔层和含有高密度位错的弹性畸变层组成；损伤层厚度会随着加工电压和脉冲宽度的增大而迅
速增加，受占空比影响较小；在较大的加工参数下，裂纹会成为影响损伤层厚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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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d Layer of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Cut by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GAO Lian，LIU Zhidong，QIU Mingbo，TIAN Zongjun，WANG Wei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damaged layer of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cut by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WEDM) was investigated via
cross-section microscopy and preferred etching detection methods.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preferential corrosion along the
vertical orientation was observed via an optical microscope. The impurity elemen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silicon sample corroded were
analyzed by an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e. The depth of cracks on the silicon sample subsurface corroded was measured by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d layer of silicon cut by WEDM mainly appears massive impurity
elements, remelted and elastic distortion with a high density dislocation. The damaged layer thickness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voltage and pulse width. The depth of cracks on the subsurface would be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damaged layer thickness when the larger processing parameters were used.
Key words: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damage detection; damaged layer; cracks

作为微电子元件系统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结构材
料，单晶硅的加工方法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焦点。由
于传统机械加工方式的局限性，如不能切割超薄硅
片[1]和异型硅材料零件，硅片切割技术的革新已成
为相关产业瞩目的焦点。近年来，刘志东等[2]开展
了电火花线切割硅片技术研究，通过研究切割方式、
工作液类型、电源及控制策略等因素对硅片表面质
量和加工效率的影响，进行了低电阻率硅片切割的
研究，最高切割效率已达 600 mm2/min；在对高电
阻率(2.1 Ω·cm)硅锭切割试验中，切割效率超过 100
mm2/min，切割厚度小于 1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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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过程中，单晶硅表面层极易产生损伤，
硅片表面层损伤对其机械性能有很大影响，表面层
损伤越严重，机械性能越差。刘加富[3]和 Pei 等[4]
研究了线锯切割单晶硅加工的损伤特性及损伤层厚
度。与传统机械加工不同的是电火花加工是热爆炸
力、磁流体动力、流体动力等综合作用过程[5]，在
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硅片表面产生放电凹坑、裂
纹、残余应力、晶格畸变等加工损伤， 表层结构相
对于基体材料发生明显变化，产生了损伤层，该损
伤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道工序的加工质量及周
期。因此，研究加工参数对单晶硅损伤层的影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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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工作研究了单晶硅材料
经过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后损伤层的组成以及在不同
电参数下的损伤层厚度及损伤形式，同时对单晶硅
的放电加工损伤机理进行了探讨。

1 实

验

1.1

原料及设备
试验所采用的工件材料为电阻率 2.1 Ω·cm 的 p
型单晶硅，样品尺寸为 20 mm × 10 mm × 10 mm，正
极性加工，工具电极为钼丝，直径为 0.18 mm，工
作液为水。腐蚀液采用 HF(40%～42%，质量分数，
下同)与 HNO3(65%)体积比为 1:2.5 组成的非择优腐
蚀液和由 CrO3(33%)与 HF(40%～42%)体积比为 1:1
的铬酸择优腐蚀液。加工电源为专门研制的电源。
图 1 为该电源在加工电压为 130 V，脉冲宽度为 20 μs
时的加工波形图，其中 U 表示放电电压，I 表示放
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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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损伤区腐蚀速率比正常区域快，所以形成特定
形状的蚀坑。铬酸腐蚀液是一种择优腐蚀液，对单
晶硅(111)，(100)面上的缺陷显示充分可靠，利用其
良好的择优腐蚀性，对加工后的硅片表面进行分层
择优腐蚀。分层择优腐蚀的步骤为：首先，沿样品
的长度方向，切割掉 1 mm，在样品上得到一个经电
火花线切割后的表面，对该表面依次进行粗磨、精
磨、镜面抛光处理；其次，利用非择优腐蚀液进行
化学抛光，以去除上述加工中引入的机械损伤，得
到该深度变质层的原始组织；最后，对表面进行择
优腐蚀，以观察该深度上的损伤特征。在此之后每
次择优腐蚀前都要用上述的非择优腐蚀液去除掉一
定厚度，以观察该深度上的损伤特征。当腐蚀表面
与基体材料相同，不出现择优腐蚀坑时，此时的深
度即为损伤层厚度。实验中，所有非择优腐蚀温度
为 30 ℃恒温，时间控制在 2～4 min 左右，在此过
程中要不停地搅拌抛光液以增强抛光的均匀性。择
优腐蚀条件为 30 ℃恒温下腐蚀 20～30 min，腐蚀过
程中不搅拌，以免影响择优腐蚀效果，每次腐蚀结
束后均需要用去离子水将样品冲洗干净。

2 结果与讨论
2.1

Fig.1

图 1 单晶硅放电加工波形图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electric-discharge machining
oscillogram
U—Discharge voltage; I—Discharge current.

1.2

损伤层检测
用日本 MITUTOYO 公司产 MF–A1720/H 型工
具测量显微镜观察表面形貌。用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JSM–6360LV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观察样品的截面损伤形貌，用其
自身携带的美国 EDAX 公司产 Genesis 2000 XMS60
型能谱仪(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EDS)对样
品表面的杂质元素进行分析。
1.3 样品的分层择优腐蚀
由于单晶硅晶格的有序排列区域和因损伤引起
的晶格无序排列区域的化学势不同，用择优腐蚀液
对电火花线切割后的单晶硅片样品进行择优腐蚀[6–8]

样品表面的腐蚀形貌与 EDS 分析
以加工电压为 130 V、脉冲宽度为 20 μs 加工的
单晶硅为例，经过择优腐蚀，加工表面沿纵向一般
会出现以下几个典型的区域。
图 2 为样品表面去除约 20 μm 后在铬酸腐蚀液
中择优腐蚀后的显微图像。由图 2 可以看出：表面
没有形成特定形状的蚀坑。分析原因是该层区域为
受电火花放电高温严重影响后，熔化的硅材料冷却
重凝区域，由于不再为晶体，在择优腐蚀液中腐蚀
速率没有方向上的差异，因此未显示出相应蚀坑。
图 3 为样品表面去除约 20 μm 后表面层的 EDS
谱。由图 3 可见：该区域包含大量 O、Mo 等杂质
元素。其原因是采用正极性加工时，接正极的硅片
表面会附着电解生成的氧气，在放电高温的作用下
与硅反应产生了氧化物，而出现 Mo 元素是因为电
极丝材料转移到了硅表面，此区域为杂质元素重污
染区。重污染区以下为重熔层，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所不同的是重熔层杂质元素含量比较少，这样划分
的主要目的是为去除杂质元素的工艺方法提供参
考。
图 4 为样品表面去除 48 μm 后择优腐蚀显微图
像。由图 4 可以看出，表面形成了高密度的择优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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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表面去除 20 μm 后经择优腐蚀的非晶体区的光学
显微图像
Fig.2 Optical images of amorphous area of sample after 20 μm
removed surface and preferential 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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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表面去除 48 μm 后经择优腐蚀的弹性畸变区的光
学显微图像
Fig.4 Optical microscopic image of elastic distortion area of
sample after 48 μm removed surface and preferential etch

图4

Preferential etch condition of sample: etching temperature and time
are 30 ℃ and 20–30 min, respectively, etch solution: volume ratio
of CrO3 (33% in mass, the same below) to HF (40%–42%) is 1:1;
Machining voltage and pulse width are 130 V and 20 μ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图5 样品去除 57 μm 择优腐蚀后晶体区表面的光学显微图像
Fig.5 Optical microscopic image of crystal area of sample
after 57 μm removed surface and preferential etch

2.2

图 3 去除 20 μm 后样品表面 EDS 谱
Fig.3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 spectrum of
sample after 20 μm removed surface

蚀坑。该区域为受电火花放电时产生的高温及热应
力场综合作用产生的含有高密度位错的弹性畸变区
域。在单晶硅中，硅晶格的有序排列和因损伤引起
硅晶格无序排列区域化学势不同，缺陷区比晶格完
整区化学活泼性强，对化学腐蚀剂的作用灵敏，在
择优腐蚀液中损伤区腐蚀速率比正常区腐蚀速率
快，因此容易被腐蚀而形成蚀坑。
继续进行分层择优腐蚀直至去除约 57 μm 后，
会产生如图 5 所示的的择优腐蚀显微像。由图 5 可
以看出：此区域已经为完整的晶体区，没有出现择
优腐蚀的蚀坑，表明在该选定的放电加工参数下的
损伤层厚度为 57 μm 左右。

加工电压对损伤层的影响
完整的单脉冲放电周期由脉冲宽度和脉冲间隔
构成，占空比是单脉冲放电周期内脉冲宽度与整个
脉冲放电周期的比值，主要影响到放电加工时极间
介质的消电离状况、蚀除产物的排出以及对放电热
作用区域的冷却状况等，因而会对损伤层厚度产生
影响。图 6 为脉冲宽度 20 μs，占空比为 1:30 时，
损伤层厚度随电压变化曲线。由图 6 可以看出：损
伤层厚度随放电电压增加而急剧增加，但值得注意
的是影响损伤层厚度的损伤形式不同，加工电压较
低时主要表现为烧蚀损伤，电压较高时主要表现为
热力耦合产生的裂纹损伤。
电火花线切割单晶硅的蚀除特性与损伤形式有
着密切联系，图 7 为加工电压 170 V 时，硅片表面
蚀坑的 SEM 照片。由图 7 可以看出：蚀坑分为明显
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图中所示半径为 r 的区域，
该区域具有明显的烧蚀、重熔痕迹，为熔化、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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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损伤层厚度随电压变化曲线
Change curve of damaged layer thickness with voltage
change
Duty cycle is 1:30, the same below.

图 7 加工表面腐蚀形貌 SEM 照片
Fig.7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etch morphology
for processed surface of sample
Machining voltage and pulse width are 170 V and 20 μs, respectively; R—Radius of thermal-spalling erosion; r—Radius of high
temperature erosion (the same below).

Fig.8

图 8 放电蚀除示意图
Diagrammatic drawing of discharge etch removal
H—Depth of thermal-spalling erosion; h—Dpeth of high temperature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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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除区域；第二部分是(R–r)环形区域，该区域底面
光亮，有明显的断裂棱、线，为热应力蚀除区域。
图 8 为放电蚀除示意图。分析其蚀除产生的原
因是：放电通道形成初期，放电弧及附近半径为 r
的区域内会迅速升温，直至使材料熔化、气化，因
此该区域主要以熔化、气化蚀除为主；随着放电的
持续，热量在半径为 R 的区域迅速扩散，在该区域
产生极大温度梯度，加之此时爆炸蚀除力较大，硅
材料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大尺寸剥落，因此可以用
R/r 来表征热应力蚀除与熔化、气化蚀除的比例。
R/r 越小，熔化、气化所占比例越大，此时的损伤层
主要为烧蚀损伤；R/r 越大，表明热应力蚀除所占比
例越大，也越容易产生裂纹损伤。当放电电压较低
时，放电电流上升速率较低，热传导会散失大量的
热，蚀除形式主要以熔化、气化蚀除为主，R/r 不大，
此时的损伤层主要是由重熔层和热影响区域组成；
放电电压较高时，热量沿 R、H 方向迅速扩散，放
电区域附近温度梯度极大，对于单晶硅这样的脆性
材料，塑性区很窄，热应力一旦超过弹性屈服极限，
单晶硅会发生塑性滑移或脆裂，出现裂纹，裂纹一
旦形成就会以极大的速率扩展，甚至可达晶体区，
此时裂纹成为决定损伤层厚度的主要损伤形式。
图 9 为以不同电压电火花线切割单晶硅的加工
截面的 SEM 照片。由图 9 可以看出：130 V 切割时，
加工的亚表面裂纹深度为 55 μm，检测发现裂纹深
度比损伤层厚度略小，说明裂纹往下部分仍然是温
度场和应力场综合作用产生的损伤区域(见图 9a)。
当 170 V 切割时，亚表面裂纹深度可达 120 μm(见图
9b)，这与分层择优腐蚀检测的损伤层厚度基本一
致。
2.3 脉冲宽度对损伤层影响
图 10 为加工电压 130 V，占空比为 1:30 时损伤
层厚度随脉冲宽度变化曲线。由图 10 可以看出：损
伤层厚度会随着脉冲宽度的增加而迅速增加。在脉
冲宽度为 5 μs 时，损伤层厚度仅为 10 μm 左右；脉
冲宽度为 50 μs 时，损伤层厚度急剧增加至 120 μm。
同样可以结合图 7，图 8 来进行分析：在脉冲
宽度较小时，热量集中在比较狭小的区域来不及扩
展即被截止，R/r 不大，此时蚀除形式仍以熔化、气
化为主，热剥落所占比例不大，热量大部分停留在
浅表层，损伤层厚度较小。当脉冲宽度大于 40 μs
时，加工状态开始变得不稳定，此时放电过于集中，
热量沿 R 和 H 向外(见图 8)急剧扩散，经放电间隙
冷却液的快速冷却作用，过热区的硅材料会因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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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深度甚至完全没有裂纹，此时损伤层由重熔区和
热影响区组成，由于热量沿 H 方向扩散不严重，损
伤层厚度很小。当脉冲宽度超过一定数值后裂纹就
会迅速扩展，使损伤层厚度急剧增加。兼顾加工效
率和加工状态的稳定性。单晶硅适合较高的加工电
压、较小的脉冲宽度下进行加工。本试验的最优脉
冲宽度为 5 μs，在该加工参数下，不但可以获得很
小的损伤层厚度，还可以获得很小切缝。
图 11 为加工电压为 130 V 不同脉冲宽度下加工
的切缝宽度的显微照片。由图 11 可以看出：在 5 μs
脉冲宽度下加工的切缝边缘平直、整齐，切缝较小
为 210 μm (见图 11a)；在 50 μs 脉冲宽度下加工的切
缝边缘粗糙，呈锯齿状，切缝宽度达到 290 μm，烧
蚀情况严重(见图 11b)。

图9

以不同电压电火花线切割单晶硅的亚表面裂纹 SEM
照片
Fig.9 SEM photographs of subsurface crack of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cut by wire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at
different valtages
Pulse width is 20 μs; Duty cycle is 1:30.

Fig.10

图 10 损伤层厚度随脉冲宽度变化曲线
Change curve of damaged layer thickness with pulse
width
Machining voltage is 170 V; Duty cycle is 1:30.

体收缩速率不一致而产生裂纹，使裂纹沿纵向迅速
扩展，损伤层厚度急剧增加。裂纹扩展对脉冲宽度
作用特别灵敏，较小的脉冲宽度可以获得很小的裂

图 11 130 V 不同脉冲宽度下加工的切缝宽度显微照片
Fig.11 Microscopic images of slice seam of silicon at voltage
of 130 V and different pulse widths

2.4

占空比对损伤层影响
图 12 是在加工电压 130 V、脉冲宽度为 20 μs
时，损伤层厚度随占空比的变化曲线。从图 12 可以
看出：损伤层厚度随着占空比增加而增加，但影响
并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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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极间放电状态不同
引起的。图 13 为不同占空比下的放电波形图。从图
13 可以看出：占空比为 1:30 时，峰值电流大约为
1.3 A(见图 13a)；占空比 1:6 时，峰值电流为 0.9 A(见
图 13b)。在这两种加工条件下，单脉冲放电能量基

本相同；同时由于单晶硅良好的导热性和脉冲停歇
期间水的冷却作用，前 1 个脉冲放电的热积累很小，
基本对后 1 个脉冲放电不产生影响，因而损伤层厚
度相差不大。但占空比为 1:30 时，平均放电能量小，
极间冷却更为充分，因此损伤层厚度会略有降低。

3 结

Fig.12

图 12 损伤层厚度随占空比变化曲线
Change curve of damaged layer thickness with duty
cycle
Machining voltage is 130 V and pulse width is 20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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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后的单晶硅表面的损伤
层一般由杂质元素重污染层、重熔层、弹性畸变层
组成。
2) 损伤层厚度会随着加工电压和脉冲宽度的
增大而迅速增加，而受占空比影响较小；在不同的
加工参数下影响损伤层厚度的损伤形式有所不同，
在放电电压及脉冲宽度较小情况下，损伤层主要由
重熔层和热影响区组成；在放电电压及脉冲宽度较
大情况下，裂纹会迅速扩展，成为影响损伤层厚度
的主要因素。
3) 兼顾加工效率和加工状态的稳定性，对于硅
这种高脆硬性材料，降低损伤层厚度的有效措施是
采用较高的加工电压，较小的脉冲宽度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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