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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4.0 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

并改变工厂的运营方式。更高

阶的自动化和 AI 的引入，为工

程师和操作员创建与工厂设备和流程

连接的新方法，实时解决每天的制造

问题。其中使用到的关键技术是工业

物联网（IIoT），根据 Gartner 最近的

一项研究，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的数

量将从 2017 年的 84 亿增长到 2020

年的超过 204 亿，这就意味着整个制

造业生态系统生成海量的数据。

为了实现工业 4.0 的愿景，制造

生态系统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

向适当的人员提供这些数据，而云、

大数据分析和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技

术的普及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一些新的基于 AI 的实时监控和高级

数据分析工具与物联网平台相连（图

1），这种针对高端制造行业的解决方

案使制造商能够连接到任何数据源并

从中收集数据，实时监控应用程序，

并且在故障发生之前对其进行检测。

BISTel为智能制造重新定义AI

别根本原因故障，才能最是限度降低

任何良率的和产品可靠性的风险，从

而帮助客户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并提

高产量。数十年受摩尔定律推动的集

成电路制造不仅将人类在设备和材料

的工艺技术推到纳米极限，同时也把

制造管理水平推向极致。

智能的设备精细化管理系统

智能制造的第一个层面是设备

的 精 细 化 管 理（EES，Equipment 

Engineering System)。通过 EES 系统

可以设备产能的最大化，从而实现

FAB 厂的生产效率最大化。BISTel 公

司中国区销售总监汪锋介绍说：“EES 

系统主要由设备异常监控系统 FDC、

设备生产效率分析 EPT、工艺控制 

R2R 等几个模块组成。而符合工业 4.0

要求的自适应智能制造的特点是实时

与智能。”

比如，设备异常监控系统 FDC

（Faul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对

BISTel 将这种满足制造行业

的 AI 解决方案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

义，定义为智能制造的“自适应智能

AI——Adaptive Intelligence”。传统的

企业层面的制造管理通常是靠工程技

术人员完成分析、报告、采取措施，

新的工程应用层面的智能制造方案能

够将根本原因的分析缩短至少一到两

个数量级，这正是工业 4.0 下的现代

半导体、FPD、PCB/SMT，以及汽车、

生化和钢铁等制造领域的基本要求。

BISTel 认为，工业制造的人工智

能新平台必须包括新的自动学习、预

测、自我修复和持续改进功能——“这

就是我们定义的智能制造的 AI——

自适应智能（Adaptive Intelligence）”，

BISTel 全球市场总监 Jason Kim 介绍。

成立于 2000 年的 BISTel 公司的核心

技术和管理团队源于全球最先进的半

导体制造行业。FAB 厂必须收集和管

理数据、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优化

工艺流程、分析大量数据、并快速识

图1. BISTel定义的的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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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生产过程中的状态及参数进行

实时收集，通过有效的侦测数据模

型，实现对设备在工艺制程过程中的

错误进行实时的侦测。实现对设备机

能状况提供主动而快速的实时反馈的

eFDC，就能够提高设备利用率，减

少产品 / 工艺事故的发生率。

实 时 工 艺 控 制（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 eR2R，Run-To-Run 

Process Control)，则是用每次工艺

Run(Lot) 的结果针对下次 Run 进行时

的工艺条件进行实时调优的系统，提

高设备工艺处理能力 , 以及防止设备

老化及外界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工

艺菜单 Recipe 的事故防止（Recipe 

Management System – eRMS），对设

备实际在生产之前的热量、压力、化

学用品、处理时间等详细的工艺配方

进行监控，对工艺配方事故进行防止

及远程的综合管理。

设备生产效率分析 （Monitoring 

Performance Analyzer – eMPA） 会 提

高设备的生产效率，针对设备状态进

行实时监控，通过进行设备 Process 

time/Tact Time 散布分析，针对设备

的 Loss 因子进行 定义及分析 。而

设备预防维护 （Preventive Predictive 

Maintenance – ePPM），对设备维护进

行管理，包括设备 parts 库存管理，使

设备能够持续稳定的品质进行生产。

智能的数据分析与挖掘

配备上述设备精细化管理的工厂

并不一定能够做到智能制造，“虽然

制造生产厂商 / 工厂都会产生各种庞

大的数据量，并对其进行数据采集 /

存储，但数据利用程度不高。”汪锋

介绍说，“传统的 ERP 和 MES 等系

统其实实现的是企业管理层面的生产

自动化，BISTel 现在提供的是实现工

程自动化 (Engineering Automation) 的

解决方案。这主要靠前面介绍的 EES

数据结合 BISTel 独有的分析和挖掘平

台 eDataLyzer 来实现”，智能制造必

须包括四个环节（图 2），完成数据生

成（DATA）——分析（INSIGHTS）——

使用（ACTIONS）的闭环循环。

比如，传统的良率分析通常

是工程部门按部就班的一层层一步

步的冗长过程，Time to Root Cause 

Identification(TTRCI) 以天甚至周计

算。当产线出现良率下降的征兆——

与预设模式出现偏差，比如数据发

散——工程技术人员需要马上调动各

种产线外的分析工具，将可能的原因

锁定到某个设备甚至设备中某个腔

体，下一步则需要安排设备工程师对

可疑设备进行盘查，同时工艺人员在

系统内部通过历史数据比对、统计数

据分析等工具进行相关性调查。传统

方法在第一遍流程完成时候才能初步

判断可能的原因。

“我们曾经有个客户花了四周的

时间走完这个流程却没有找到影响

良率的原因，而使用了 BISTel 的智

能数据分析与挖掘工具，同样问题只

用了不到三个小时”，这是因为根据

各种不同产业制造工艺的特性，高性

能的数据挖掘算法以及多样的分析功

能，可以对数据进行趋势实时分类和

观察，利用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建立

有效的预测模型，“自动智能分析过

滤之后，留给工程师去关注的就只剩

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最有可能的问题，

大大缩短良率分析的周期。”

据汪锋介绍，BISTel 公司的数据

挖据工具 IM(IntelliMine)，能利用 30

种以上的算法针对工厂中各种问题的

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行设备参

数的深入分析 , 可以没有任何的统计

学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进行非常简单高

效的数据挖掘分析。

而 BISTel 的另外两款数据分

析 工 具 ——MA(Map Analytic) 和

TA(Trace Analytic) 工具，则专门分析

数据的 pattern 和产线上大量的传感器

数据。MA 工具针对带有坐标性的数

据进行自动 pattern 分类，用户在不

需要事先建立模型的情况下就可以自

动获取数据的 pattern，并根据各种不

同 pattern 进行深入的根本原因分析；

TA 工具分析设备中传感器发生的大

量 Trace Data，发现数据曲线的变化

差异并进行快速侦测，不仅可以实现

线下分析还可以支持实时在线分析。

根据行业特点定制智能系统

使用实时、智能的设备精细化管

图2. 智能制造表现为在四个环节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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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合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够帮助

各种高端制造企业实现工程自动化智

能 系 统（ 图 3）。2018 年 SEMICON 

West 期 间，SEMI 及 SST 将 当 年

的“Best of West Award” 奖 颁 给 了

BISTel 公司的新产品动态故障检测

（DFD ™）。对于集成电路制造这样一

个传统上以设备和材料为核心技术的

行业来说，颁奖给“基于自适应机器

学习的 AI 应用程序”无疑彰显了智

能制造技术的成熟和重要性。

传统的 FDC 系统进行故障检测，

仅对来自传感器的摘要数据分析以进

行故障检测，因此，传感器行为的微

小变化未被发现，从而对产量产生负

面影响。BISTel 的新型动态故障检测

（DFD ™）系统通过提供完整的跟踪

分析克服了这些挑战。传感器跟踪数

据的大量信息，比如斜率变化、尖峰、

毛刺、偏移和漂移等等，均可在线实

时监控和检测，动态建立跟踪参考，

完全消除手工建模，使用更智能的算

法来更好地区分真实警报和误报，将

警报数量比 FDC 系统降低 10 倍。

另一款 BISTel 自适应智能制造

AI 解决方案，是一种创新的腔室匹

配（CM）应用程序。对于半导体晶

圆、FPD、LED 等制造商而言，优化

晶圆腔性能对于确保高质量、高产量

的晶圆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分析腔室性

能的变化，并快速识别哪些参数随时

间变化，对于确保每个腔室的最大可

能产量至关重要。新型腔室匹配应用

程序能够首先快速确定性能最佳的腔

室 —— 这通常被称为参考腔室或黄

金腔室。然后，客户可以将参考腔室

与所有其他室进行比较，以帮助最大

化性能。新型腔室匹配完全是 FDC

系统独立的，可快速识别错误匹配和

漂移传感器，并可同时分析无限数量

的腔室。另外，CM 对所有传感器执

行完整的跟踪分析，并对腔室和参数

进行排序，使客户能够轻松进行基于

时间的腔室性能分析。

最近，BISTel 还宣布推出首个提

供给中国半导体和电子产品企业的实

时设备健康监测和预测维护（HMP）

解决方案，方便客户知道何时设备可

能发生故障或何时需要维修，了解其

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RUL）。对于制

造商而言，由于缺陷或故障组件导致

的设备停机和故障会降低生产率、质

量和盈利能力，HMP 解决方案集成了

基于 AI 的先进机器学习技术，帮助客

户实时检测和分类故障，然后使用预

测分析来确定何时可能发生故障或何

时应进行维护，制造商现在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维护，大大减少停机时间。

实现工业 4.0 智能制造，不仅需

要高级数据分析平台，对设备实时健

康监测和预测维护，还需要与基于云

的开放式工业物联网平台相连，为制

造业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BISTel 首

席执行官 W.K. Choi 谈到与 Siemens

合作时候提出，“BISTel 与西门子合

作，构建 MindSphere 上的应用程序，

是为了利用西门子领先的工业物联网

技术，使 BISTel 在 MindSphere 平台

上实现实时监控、故障检测、数据分

析和预测性维护，使客户能够快速将

制造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智能，从而

提高业务绩效并在其制造组织中实现

显着的效率。”智能制造是事件驱动

的，可以在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问题，

并且机器仅在绝对必要时才脱机，这

正是智能制造的理念。

（Steven Gan 报道）

图3. BISTel智能制造产品覆盖了超出11以上高科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