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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WID120晶圆ID读取器
简化并加速半导体晶圆的处理工艺

I
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是最新一代的先进晶圆

ID 读取器。它旨在缩小易用性和最高灵活性之间的差

距，同时消除工艺工具操作员的耗时教学或者重新教

学程序。凭借其全自动灯光控制和智能配置处理，IOSS 

WID120 能够自我调整并大幅提高读取速率。它是这类工

具中的第一个，可以完全避免重新教学。

WID120 - 半导体行业中ID读取的基准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的开发旨在满足半导体

HTT集团报道

行业的极高要求。无论晶圆材料和涂层是什么，它都可以

在任何类型的晶圆上轻松解码 OCR，条形码，DataMatrix

和 QR 码的标记。“德国制造” 的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

取器为最高质量的结果和可靠性树立了标准。这些独立系

统采用紧凑型设计，具有最高的读取速率，并且具有客户

验证的可靠性。

易于使用的 GUI，可在几分钟内得到结果，新的

WID120 图形用户界面（GUI）彻底改变了 ID 读取器的市

场。这个 GUI 概念具有易于理解的教学向导，使任何技

“德国制造”的IOSS WID120晶圆ID读取器为最高质量的结果和可靠性树立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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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120 的智能照明系统减少了读取 ID 码的时间。

它将加速您的系统，并为您提供更大的生产灵活性。

此外系统还提供易于集成到生产设备的特殊接口。工

作的时间越长，它就运行得越快。

 

不受限的读取算法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系统可实现 100％的晶

圆可追溯性。我们的长期经验已经证明了所有类型晶圆上

的 OCR 代码，条形码以及 DataMatrix 和 QR 码的 ID 识别

算法。

该系统提供灵活的不同字体处理和自定义输出格式。

读出结果可以通过数据库自动检查，以确保完美的性能。

我们的算法经过客户验证，能够是实现晶圆 ID 读取器领

域出色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使用直观的数字滤镜进行图像增强

除了独特的 RGB 照明技术外，IOSS WID120 晶圆 ID

术人员都能够执行简化的摄像头设置过程。通过自动照明

控制，即使在次优条件下也能帮助获得结果。WID120 软

件还包含尖端的智能化功能，可显著减少技术支持所需的

时间。该软件能够适应新的读取条件，例如晶圆上的不同

涂层，并自动将新的灯光设置添加到现有配方中。

智能化的先进照明系统

得益于具有 RGB（红 / 绿 / 蓝）照明的独特 IOSS 专

利光学系统，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可以对任何 ID 标记

进行成像。不同的周围光线条件对其设置和读取结果没有

任何影响。具有超软标记，超薄涂层和蓝宝石衬底的晶圆

也可以采用 WID120，而无需额外的设置程序。智能并且

自然而然的全自动选择灯光模式，如明亮和多个暗场照明，

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变化。多达 15 种内部 RGB 灯光模式

以及自动调节功能可根据应用需求来调节照明。凭借这些

出色的集成照明可能性和三种可选的外部照明模式，该设

备可以轻松匹配未来的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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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器还采用全自动图像增强滤镜。

由于其超宽的视场，它可以一步读取 OCR，条形码，

DataMatrix 和 QR 码。

即使在最复杂的情况下，这种组合也能够将读取失败

转化为读取成功，同时提高稳定性。

所有的编码都可以在我们的视场范围内进行读取。即

使编码改变其位置或改变角度，IOSS WID120 也能够使

用我们成为 “代码偏移补偿”的技术来读取。

最快的阅读性能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是市场上最先进的高

端系统。它非常强大和可靠。使用高功率处理器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允许进行高强度的图像分析，以

提供非常可靠的结果，以及最佳的短的读取时间。与其他

产品相比，IOSS WID120 读取结果的速度提高了 10 倍。

先进的自动配方优化

WID120 的软件功能可自动优化设置，以读取要求最

苛刻的晶圆标记。它允许仅在一个作业中读取 OCR，条

形码，DataMatrix 和 QR 码。灵活的配方处理提供了满足

特殊应用要求的额外选项。

WID120 可以通过数据库配置修改结果。每次触发，

它可以调整多达 10000 种不同的设置。两个读取器可以

在一个读取器接口上同时操作，仅使用一个触发信号来

读取 FRONT 和 BACK 侧数据。操作员无需干预这些系

统的使用。

用于读取OCR，条形码，DataMatrix和QR码的一体化相机

WID120升级套件的示例：

晶圆点测机 （Wafer Prober）：

Accretech/TSK，TEL，MARTEK/Electroglas，SEMICS等
                                 
晶圆检测机（Wafer Inspection）：

ASTI，QES Mechatronic，RUDOLPH，CAMTEK等
                             
晶圆分选机（Wafer Sorter）：

RORZE，MECHATRONIC，NADATECH，BROOKS，

PST，ASYST，RORZE，R2D，COMET，TB PLON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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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的优化使用

晶圆上的 ID 标记可以在晶圆之间和批次之间变化。'

德国制造 ' 的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可自动适应当

前的条件并完成工作。独特的智能照明技术，RGB 光以

及使用额外的图像增强滤镜的自动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流畅的工作流程。该系统无需操作员的手动优化或

调整。

无可比拟的灵活性，易于集成和一流服务

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可以非常容易地集成到

现有工具中，并且占用空间更少。它独立于软件平台工作，

并使用具有全面用户界面的软件版本。凭借紧凑的设计和

针对特殊应用的额外可用光学选项，IOSS WID120 晶圆

ID 读取器可以集成到任何类型的晶圆工艺和拾取设备中。

我们一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以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在整个客

户群中闻名。

产品实际配置：

• 用于读取OCR，条形码，DataMatrix和QR码的一体化

相机

• 持续改进的集成RGB-LED照明

• 先进的智能化的

• 编码转换补偿

• 智能照明概念

• 可连接的额外外部RGB照明

• 每个作业文件最多达99种不同的配置

• 支持FRONT和BACK侧读数的数据库和主从选项

• 易于使用的GUI - 图形用户界面

• 不同语言的集成帮助以及任何菜单选项

• 用户级的指导教学向导

• 字体预览，轻松添加新字体

• 触摸屏

• 图像可通过FTP存储

• 记录数据可通过UDP存储

• 局域网络中每个读取器都可识别

• 外形修改以实现更灵活的集成

产品优势：

• 具有100％的晶圆可追溯性，从而增加了工具的正常运

行时间

• 优化的功能，可以实现最高效的晶圆产能

• 轻松集成到生产设备中

• 最快读取速度，比其他的快10倍
• 市场上产品中的最大视场：35mmx13mm（称为超宽视

场）

• 开发和生产都是“德国制造”

• 全球安装超过10000个系统

• 市场上具有最佳投资回报率（ROI）的读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