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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8
超越摩尔定律

迎接兴旺的销售和蓬勃的生活

《Silicon Semiconductor》技术编辑 

Mark Andrews评估2018年半导体行业

的表现，仔细审视了对于「“超越摩尔定

律”的未来是光明的」这一趋势相关的亮

点、进展和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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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点半导体行业看起来与尝试玩一幅巨大的拼图（描

绘的场景是漂浮着白云的湛蓝天空）十分相似。当

许多小拼块似乎具有相同的颜色、纹理或感觉时，

怎样把它们完好地拼凑在一起呢？有时有些细节可以揭示

出比它看上去更复杂、更令人兴奋和更合适的画面，而解

决方案就在于能够掌握这些细节信息。

2018 年美国西部半导体展（SEMICON West）再次是

一部由许多“会议”（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说是“城市”）

组成的“故事”，会议的地点位于一间专为欢迎来自整个

供应链的所有厂商机构而设计的巨大“帐篷”里。帐篷内

是展示区城市：新型工艺装备、先进技术以及充满热切渴

望的市场和销售主管骨干们（他们都在竭力向参展者兜售

一种“概念”，即：只有通过其独特的硬件、软件和市场

洞察力组合才能进入大有可为的新天地）。我们马上就来

探讨几个突出的例子。

到这间大帐篷的另一侧，会看到远见者、预言家、分

析师和观察人士与几百家媒体的工作人员济济一堂，所有

的人都在寻求推销自己的前景展望、推翻彼此对立的观点、

或者从这么大的镜厅中找出真相。与任何大型行业活动一

样，这里有大量的新闻和深刻见解，其中大多数是有用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被面对的现实冲淡了，即：每一场重大的

行业活动都会随之带来让人目睹、耳闻和确信的前景，而

这是参展者们期望在迈入展示大厅之前见证的。

超越摩尔定律

正如业界主要的晶圆厂商开始将 14nm 节点远远抛在

身后以来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戈登 · 摩尔演

进预测的理论极限，关于半导体制造商将采取什么举措以

进一步扩大充满晶体管的 IC 的规模，各种预测可谓铺天

盖地。今年的美国西部半导体展会活动以各种各样的项目、

小组座谈和圆桌讨论为主，围绕的中心议题是这样一种理

念，即：人工智能 (AI) 正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打造一

个建立在新颖和替代型架构基础上的未来铺平道路。

在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主办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

上，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围绕“AI 成为先进电路架构和

设计愿望的新倡导者”这一主题各抒己见。在这次活动

的主题演讲中，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Gary Dickerson 说，

Applied Materials 将很快宣布新的晶体管材料，这种材料

将使漏电流减小三个数量级。如果情况属实，这有可能成

为整个行业的一项重大突破，丝毫不逊于当初英特尔于 

2007 年在高 k 金属栅极领域取得的进展。

尽管 Applied Materials 对未来的展望非常有见地，但是

此类消息（至少在最初阶段）对该行业的 10 大晶圆厂是最

有意义的，其中最热切的兴趣触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些

晶体管器件制造商的开发计划。因此，除非你的公司有可

能要开出几亿美元的支票，否则，其他许多材料专家、工

具开发人员和工艺“完善者”提供的消息，将很可能是在

年中以及随后的半导体行业重大节日上取得的最重要收获。

据 IBM 的专家称，他们最近推出了被公司认为是首

款专为处理 AI 任务而特别设计的新型超级计算机，采用

传统冯 · 诺依曼架构的超级计算机时代正在迅速消失，即

将被基于 AI 的设计所取代，后者被 IBM 的 John Kelly 等

远见者视为进入计算架构新“认知时代”的入口，它真正

拥有不仅改变世界、还能推动整个半导体行业进步达“50 

年或更久”的潜力。

跟着钱走

在不断酝酿的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谈论关税和市

场波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肯定会在整个半导体行

业引发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贸易

战的紧张局势升级、而且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没有找到让双

方自我表述“宣布胜利”的解决方案，那么从中获益的将

是设备制造商。正如中国证券交易所 20% 的下跌已经证

明、以及 10 月初美国股市遭受重挫业已显示的那样：以

和平的方式终止敌对行动和边缘政策以及如同洪水猛兽般

图1. 凭借其可置于桌面的小占位面积，microPREP 2.0 可以容易地整合到失效分

析 (FA) 工作流程之中；它大幅度地缩减了样品预制时间，并能够完成极其精确

的铰接式削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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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特发文（这似乎是现任美国总统解决任何事情所采取

的工作方式），风险就不会再增加了。在 2018 年的多场行

业大会上，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中心思想是：在贸易

战中，唯一的赢家是那些为交战双方提供“武器”的人。

就半导体制造而言，至少在短期内，设备制造商是最大的

受益者。

有人认为，双方需要借助最新和最具创新性的加工工

具和技术实现“发展壮大”以赢得贸易争端，这种观点似

乎继续从晶圆厂设备销售的强劲势头中找到支持的证据。

在芯片价格走强的驱动下，加之中国的特定国情（强烈希

望制造属于自己的芯片，而非依赖外国供应），导致几乎

所有设备门类的销售持续强劲。2017 年，半导体行业的

增长率为 20% ；在目睹了 2017 年这种快速增长之后，国

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 (SEMI) 贸易小组在 2018 年一季

度所做的初始预测是：2018 年半导体行业的增速将显著

放缓，其中新设备的销售增长率约为 7.5%。此预测基于 

SEMI 制定自己的预测数据所用的 6 家分析公司的评估报

告。到 2018 年年中，预测者不得不说他们先前的估计太

过保守，并宣称 2018 年的增长率可能会更大（在 15% 左

右），这是一个真正创纪录的增速，有可能把这个行业带

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SEMI 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的《市场行情与回顾》中

正式宣布，他们预计 2018 年的晶圆总出货量将超过 2017 

年创下的历史高点，而且达到创纪录水平的潜力将延续到 

2021 年。尽管多数分析师预计，未来三年不会出现每年两

位数的增长率，但是该贸易小组说，自己所持的谨慎立场

只是因为半导体制造业存在周期性的起伏，具有超出预期

季节性的高峰和低谷，尤其是在消费类区段市场上。

SEMI 负责行业研究和统计的主管 Clark Tseng 说：“由

于新的 Greenfield 项目持续兴建存储器和晶圆代工厂，因

此 2019 年硅晶圆出货量将保持强劲，并将延续到 2021 年。

随着半导体元器件在移动装置、高性能运算、汽车和物联

网等应用中的使用量增加，硅晶圆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虽然最新的 SEMI 市场报告并未专门讨论存储器件

在当前销售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业内的观察人士对

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为从 2017 年到 2018 年的大幅

增长，几乎总是在主要存储器晶圆厂的产量增长之后出

现下滑。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 ：当管道排空时，供应量

开始增加以满足需要，但是，一旦达到有可能被称为“平

衡”的状态，则销量通常下降，有时低于最近一次反弹

之前实现的水平，而有时则在高于市场以前达到的水平

上建立一种新的“常态”。

据 SEMI 高级研究员 Sungho Yoon 称，存储器市场目

前的表现显示：应该已经根据先前的循环周期进行“修正”

了。在典型市场上，分析人士预计：在排名最靠前的 3 家

供应商的存储器销售额下降之前，存储器库存循环将开始

减弱。循环指数在 2017 年第 4 季度达到顶峰，这通常意

味着销售额将在随后的几个季度里趋减。到目前为止，只

有 Micron 公司报告了在其涉足的市场上出现的不利影响，

称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阻力可能预示着自己即将迎来销售

困境。

Yoon 在 SEMI 报告中陈述道：“通过回顾库存循环指

数、半导体销售额和存储器晶圆厂设备投资增长率之间

的关系，发现我们已经过了当前这次循环的峰值。然而，

别忘了：自 2017 年以来，在制品（WIP）与成品库存之

比急剧增加 …… WIP 库存的增加可归因于 3D NAND 堆

叠和 DRAM 扩展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不断增多。因此，在 

2018 年第二季度之前，成品库存占总库存的比例一直很

低，这可能意味着存储器需求保持着健康旺盛的状态，尽

管通过存储器库存循环指数进行模拟得出的结果是存储器

图2. 可采用 microPREP 2.0 进行削蚀的结构的 SEM 显微照片。和基于 FIB 的微加工相比，microPREP 一个显著的优势是烧蚀速率更快：高出 10,000 倍之多。可

能的器件结构类型包括大面积样品和 3D 形状，比如：位于厚度减薄至 < 15 μm 的 Si 晶圆上的基本结构（左）；XL 块支撑结构（中）；采用一个 IC 样品预制的 
XL 块，其在多个位置上进行了减薄处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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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处于萎缩之中。”

尽管某种修正应该已经在进行之中了，但是包括中美

贸易争端在内的一些市场因素可能会人为地推迟实施修正

的时间。而且，虽然并没有分析师预测需求萎缩最终将在

何时发生，但是 2019 年是最有可能的，除非该行业的空

前增长以及消费和商业市场的需求保持在远远高于历史平

均值的水平。

贸易工具

产品发布、缺陷消除领域中涌现的新技术和取得的进

步、或者可实现未来芯片架构的解决方案，这些内容都是

重大行业活动上的“常客”。2018 年的 SEMICON 会议再

次被证明是发布创新成果的沃土，这些创新有望提高效率、

削减成本、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善性能。

先进封装技术已成为下一代半导体元器件生产稀松

平常的要素了。扇出型晶圆级封装（FOWLP）目前是用

于制造新一代传感器、汽车组件和面向多种汽车应用的片

上系统（SoC）的支柱级封装。其适用性扩展到了计算元

件以及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众多消费电子产品。

器件制造和 FOWLP 技术在整个半导体行业中差异巨

大；然而，并非每一种工艺或技术都可实现良率的最大化。

该行业没有标准化的设计和工艺流程，这常常被个别制造

商视为有利于他们的客户，因为生产工艺可以微调以适应

不同的需求。与此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还需要能够与

供应链上的许多定制“制造方法”搭配使用的灵活材料。

极少有制造商愿意支持单单适合其工艺之材料的定

制开发，因此材料供应商通常创建的产品系列既可适用于

尽可能多的制造商，同时又支持不同的组件制造方法。

Brewer Science 公司在中国台湾国际半导体设备材料

展览会 SEMICON Taiwan（2018 年 9 月）上发布了两款

新产品，它们的设计目标是：使制造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和更多的选择（在其工艺适应性调整方面）、以及获得更

一致结果和更高良率的途径。

该公司推出了其 BrewerBOND® 临时键合材料系列的

两个新成员，以及新的 BrewerBUILD ™ 产品线中的首款

产品。BrewerBOND T1100 和 BrewerBOND C1300 系列相

结合，创建了 Brewer Science 首个完整的双层系统，用于

晶圆产品的临时键合和解键合。这个新系统是为电源、存

储器和芯片优先的扇出设备开发的——所有这些设备都对

温度、功率和性能有着严格的要求。该系统可与机械或激

光解键合方法一起使用。

Brewer Science 的晶圆级封装材料技术主管 Kim Yess 

解释说，虽然许多制造商都有使用裸片优先 FOWLP 工

艺的经验，但是他们对于器件良率下降的担心是明显

的，原因在于使用的是未确认电气性能的裸片。新的 

BrewerBUILD 产品是专门为采用良好裸片（KGD）的重

布线层（RDL）优先工艺而设计的，根据定义，它在大多

数情况下均能提高良率。

她说：“BrewerBOND T1100 系列材料充当一种共形

胶黏键合材料。这一层是一个热塑性平台，具有特殊的流

变学特性，可充分地覆盖器件结构的表面，从而避免其遭

受位于载体上的热固性层的影响。BrewerBOND C1300 系

列材料是一种可固化的热固性层，允许材料在最终固化之

前一直保持可塑性。”

BrewerBUILD 系列材料解决了涉足 RDL 优先型应用

的客户所遭遇的难题。这项技术可实现较精细的 RDL 特

征（比如，≥ 2 μm），从而提供适用于先进封装架构的较

高 I/O 密度。该材料是专为应对一些挑战而研发的，包括

弥合裸片级和电路板级上可用 I/O 中的间隙、高性能（要

求）、来自终端用户的集成度和外形尺寸需求、以及扇出

热塑性层

可固化层

切割膜框架

1) 键合

3) 背面处理

5) 清洗

4) 解键合

2) 固化

图3. Brewer Science BrewerBOND 双层共形胶黏材料系统所涉及的典型工艺步

骤，它们专为支持多种 FOWLP 要求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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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封装的设计和工艺复杂性。

她解释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 KGD 并尽量地减

少良率损失，BrewerBUILD 材料提供了晶圆级和面板级

涂层、进程内的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 这些优点扩展

到聚酰亚胺（PI）固化和成型、对 Ti/Cu 和聚酰亚胺等金

属的强附着力、以及优异的耐化学性。她说：“它还实现

了出色的激光解键合，包括高的光吸收（以保护器件免受

激光的损坏），以及在激光解键合之后的碳残留很低（甚

至为零），后者可简化清洗和载体的回收再利用。”

3D-Micromac 加快了样品预制速度

采用半导体晶圆、裸片和封装来切割和预制样品以进

行微观结构诊断和 FA（失效分析），这虽是必不可少的，

但也是耗时和造价昂贵的。半导体和整体电子产品制造中

的主要样品预制方法是聚焦离子束（FIB）微加工，它预

制一个典型样品会需要几个小时。FIB 只允许非常小的样

品尺寸，而且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横断面成像所需的

“挖掘”削蚀，或者制作 TEM 薄片，常常浪费宝贵的 FIB 

时间。该公司指出，当采用其他方法时，由于烧蚀速率有

限，因而达到较大的深度或宽度受到严重的限制。

3D-Micromac 公司提供了一款专为加快预制时间而设

计的新型解决方案，通过这样做，可以让那些通常负责承

图4. BrewerBUILD 系列材料专为消除常与 RD 优先的工艺相关联的客户“痛点”而研发。这些材料支持先进封装架构中更精细的特征和更高

的 I/O 密度。

1. 涂覆了建构层的
 临时载体

2. 籽晶层沉积

3. 光刻胶涂布、
 图案形成和电镀

4. 光刻胶剥离、金属蚀刻

5. 涂覆、图案形成、和固化聚酰亚胺层

6. 重复第 2～5 步以
 形成多个 RDL

7. 焊球附着、裸片键合、

 环氧树脂模制、

 模制封装研磨

8. 释放载体、将释放

 材料从器件上清洗掉

担并完成这些任务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将精力集中在更加

至关重要的工作领域，例如：评估测试结果，并为公司提

供针对缺陷（或其工作旨在发现的其他生产问题）的解决

方案。

该公司推出了用于金属、半导体、陶瓷和复合材料

高量样品预制的新型 microPREP 2.0 ™ 激光烧蚀系统，可

提供微观结构诊断和失效分析。该公司称，microPREP 2.0 

通过解除 FIB 工具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样品预制工作，并

将 FIB 归入最终的抛光工序或者完全予以取代（视应用而

定），在许多场合中可把到达最终样品台的时间缩短至不

到一小时。

2018 年 6 月，3D-Micromac 和 Fraunhofer IMWS 因

其在 microPREP 2.0 开发上的合作而获得了享有声望的 

TUV SUD 创新奖。这个年度奖项是为了表彰中小企业

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成功合作。它由南德意志集团（TUV 

SUD）负责管理，TUV SUD 是一家领先的技术服务公司，

服务于工业、移动和认证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