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EWPOINTS观点

 16 2019年  2/3月  半导体芯科技  www.siscmag.com

EVG不断创新
满足下一代半导体生产制造需求

SEMICON China 2019 展会前夕，

《半导体芯科技》（SISC）采访了 EV 集

团亚太区销售总监 Dr. Thorsten Matthias 

和 EV 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Swen Zhu，

讨论全球半导体技术和市场趋势，以及

EV 集团（EVG）应对行业发展挑战而

推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SISC ：作为业界晶圆键合和光刻

技术的领导者，EVG 认为在半导体制

造、封装及 3D-IC 集成等方面未来的

技术发展趋势如何？ 

Dr. Thorsten Matthias ：EVG 于

30 多年前开始使用晶圆键合技术，我

们的晶圆键合解决方案帮助 MEMS、

先进封装和化合物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创新得以开发和大批

量制造。

晶圆键合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从传统的后端（BEOL）

应用向前端（FEOL）工艺方向发展。 最初，我们技术

的主要应用是与安全相关的汽车传感器，如安全气囊传

感器，强调质量和长期可靠性。后来，智能手机需要晶

圆键合传感器，这强调了芯片压缩和成本优化。背照式

传感器最终将晶圆键合技术引入高端晶圆生产线。今天，

用于多样化集成和 3D 堆叠的晶圆键合开始应用于下一代

逻辑存储器件。

混合键合是目前晶圆键合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混合键合同时产生机械键合以及晶片之间的电气互连，

它要求对准精度优于 50 纳米。我们正在积极遵循我们

强有力的路线图，在 GEMINI®FB XT 平台上使用我们

新的 SmartView®NT3 键合对准器不断提高对准精度的

限度。我们强烈关注的是使用在线计量来优化良率和提

高生产率。

另一个热门话题是通过“芯片到晶圆”键合，将

III-V族或 II-VI族化合物半导体集成到硅CMOS生产线中，

这是下一代半导体材料应用，我们的客户在各种应用中使

用它，例如硅光子学和毫米波通信。

SISC ：EVG 近期关注哪些技术与市场？ EVG 在这

些方面具有哪些优势？ 

Dr. Thorsten Matthias ：最近最令人兴奋的进展是纳

米压印光刻（NIL）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生产。EVG 专有的

SmartNIL® 图案化技术可以复制纳米尺寸的结构，具有无

与伦比的成本优势。SmartNIL 技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模

式——甚至非常复杂的模式，如多层次衍射光学元件。整

个晶圆或面板在单一步骤中成图，复制结构也可成为器

件的永久部分（例如衍射光学元件或菲涅耳透镜等光学

元件），或者它们可以用作蚀刻掩模。我们的客户在很多

领域使用 NIL，包括生物医学，显示器和增强现实（AR）

等光电子应用。EVGHERCULES®NIL 系统是一个完全集

成的盒式磁带生产系统，集成了基板清洁，抗蚀剂涂层和

固化以及 SmartNIL 工艺。

晶圆级光学元件（晶圆级光学系统制造）与传统的元

件制造相比，晶圆级加工的大规模并行化使得晶圆加工技

术的高精度与成本优势相结合。EVG 覆盖了所有生产链，

从制造到晶片级复制以及通过晶片键合堆叠各个透镜晶

片，此外，我们有一个专用计量系统 EVG40NT，用于关

键尺寸测量和镜头对准验证。 

在晶圆键合领域，我们在各种市场中看到了许多激动

人心的新发展。基于熔融晶圆键合的层传输过程通过将晶

圆键合引入前端半导体加工来解决“深度摩尔”逻辑器件

缩放问题。温度补偿 SAW 滤波器以及先进的 GaN 功率器

件依赖于晶圆键合工艺。对于微机电系统（MEMS）器件，

新型高真空晶圆键合系统可实现吸气技术的无缝集成。凭

借在晶圆键合工艺专业知识和设备设计方面多年的经验，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看到加速采用“超越摩尔”技术，包括薄

晶圆处理和硅通孔（TSV），或通孔封装通孔（TPV）。激

光剥离可以使用新材料，从而拓宽了临时粘合薄晶圆的工

艺窗口。

SISC ：EVG 在 SEMICON China 2019 将展出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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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与产品？

Swen Zhu ：在 SEMICON China，EVG 将展示我们

最近在晶圆键合和纳米压印光刻方面的发展。

 

BONDSCALE™自动化生产熔接系统 
EVG BONDSCALE旨在实现各种融合晶圆键合应用，

包括工程衬底制造和使用层转移处理的 3D 集成方法，如

单片 3D（M3D）。凭借 BONDSCALE，EVG 将晶圆键合

引入前端半导体处理，并帮助解决国际设备和系统路线图

（IRDS）中确定的“深度摩尔”逻辑器件扩展的长期挑战。

与现有的熔接平台相比，BONDSCALE 采用了增强的边

缘对齐技术，大大提高了晶圆键合生产率并降低了拥有成

本（CoO）。

 

GEMINI®FB 自动化生产熔接系统

半导体器件的垂直堆叠已成为实现器件密度和性能

的持续改进的越来越可行的方法。晶圆 - 晶圆键合是实现

3D 堆叠器件的关键工艺步骤。 EVG 的 GEMINI FB XT

集成式熔接系统扩展了现有标准，将更高的生产率与改进

的对准和覆盖精度相结合，适用于存储器堆叠，3D 片上

系统（SoC），背面照明 CMOS 图像传感器堆叠和芯片分

区等应用。该系统采用新型 SmartView NT3 键对准器，专

为融合和混合晶圆键合对准要求而开发，小于 50 纳米。

 

EVG 的下一代低温激光剥离解决方案

EVG 的下一代低温激光剥离解决方案将固态激光器

和专有光束整形光学器件与模块化设备平台相结合，为扇

出晶圆级封装提供优化的通用，高通量和低 CoO 晶圆剥

离工艺（FO-WLP）。 EVG 专有的光学元件可实现更严格

的过程控制，再加上激光器的高脉冲重复率，可实现良好

控制的高通量剥离过程。这一突破性解决方案还包括低激

光维护，高载体晶圆寿命，支持薄膜框架上的全自动处理，

超大载体或独立薄晶圆，以及优化的占位面积布局。基于

该公司的开放式粘合剂平台概念，EVG 可以使用来自不

同供应商的各种粘合剂。

 

HERCULES®NILUV-NIL轨道系统

HERCULES NIL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 UV 纳米压印光

刻跟踪解决方案，适用于最大 200 毫米的晶圆，是 EVG 

NIL 产品系列的最新成员。 HERCULES NIL 基于模块化

平台，将 EVG 专有的 SmartNIL 压印技术与清洁、抗蚀涂

层和烘烤预处理步骤相结合。这使得 HERCULES NIL 变

成了“一站式服务”，它是将裸晶片装入工具中，并返回

完全处理过的纳米结构晶圆。

SISC：请谈谈对于2019年半导体行业及市场的看法。 

Swen Zhu ：在半导体行业，我们看到产品开发周期

越来越短。传统的供应商 - 客户业务关系将不再适用。现

在，我们需要更灵活的合作。这种新方法的一个例子是

EVG 的 NILPhotonics 技术中心，它使我们的合作伙伴和

客户可以访问和使用最先进制造设施。我们让客户能使用

EVG 的设备和工艺技术，这是我们通过多年支持光电子

市场多样化需求的经验而获得的。 

3D 打包和多样化集成的最新发展适用于新的供应链

模式，并为市场中的新参与者提供了基于。在过去，系统

芯片通常是最经济的选择。现在，基于多样化集成有多种

选择。

SISC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物联网、5G 等新兴技

术和应用对于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影响？

Dr. Thorsten Matthias ：自动驾驶将成为许多颠覆性

制造技术的技术领跑者。由于需要实时处理来自许多不同

传感器和数据源的输入（例如车辆间的通讯传输），结合

对质量和可靠性的高要求，行业将采用新的制造技术和新

设备集成方案。通信和数据传输中的高带宽，高计算能力

和准确的传感都会产生系统集成需求，而这是传统封装方

法无法满足的。2.5D 和 3D 封装将在整个行业中得到广泛

采用。

SISC ：请谈一下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看法？ 

Swen Zhu ：中国半导体市场正经历整个生态系统的

快速发展，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展迅

速，包括无晶圆厂、集成器件制造商 (IDM)、代工厂、外

包半导体装配和测试（OSAT）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专

业知识非常高，我们看到了很多创新。例如，中国已经成

为智能手机制造业的一个领先地区，在排名前 10 位的智

能手机制造商中，有 6 家位于中国，目前大部分智能手机

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作为晶圆键合和光刻领域的技术和市场领导者，EV

集团在中国已经近 20 年，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支持

中国晶圆厂和集成器件制造商的制造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未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利用我们的工艺专长和行业领

先的解决方案，服务于中国半导体制造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