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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年 11 月， 日 本 的 UV LED 制 造 商 Nitride 

Semiconductors 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Micro Nitride，以

开发和制造用于 micro-LED 显示器的 micro UV-LED 

芯片。

Nitride Semiconductors 最初瞄准的是用于下一代智能

手机的柔性显示器，在其新的风险项目中投入资金 1 亿日

元（约合 70 万英镑），并预计这种显示器将于 2020 年进

入商业市场。

Nitride Semiconductors 公 司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Yoshihiko Muramoto 说：“LED 的价格日渐走低，而中国

公司的规模则越来越大。日本 LED 制造商目前的处境艰

难，并需要增加价值，我们必需制造显示器，而并不仅仅

是 LED，所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

Nitride Semiconductors 于 2000 年推出其首款 UV 

LED，从那以后向全球 UV LED 市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晶

圆、芯片和模块。现在，它的这家新的子公司将生产包含 

micro UV-LED 和一个红、绿、蓝（RGB）磷光体的 micro 

UV-LED 芯片，以产生“自然的”白光。

重要的是，Muramoto 认为：与现有的方法相比，这

种采用 UV-LED 和 RGB 磷光体的方案可简化芯片制造并

实现性能更好的显示器。如今尚处起步阶段的 micro-LED 

显示器通常都是采用红、蓝和绿光 LED 或一个负责激励

红色和绿色磷光体的蓝光 LED 制造的。

然而，许多问题阻碍了开发。以 RGB microLED 阵

列为例；以高密度安装不同的半导体结构并非易事。而且，

LED 的电流、电压和响应速度各不相同，因而导致芯片

控制的复杂化。

另一方面，对于 micro 蓝光 LED 激励法，只有蓝光

是直接发射的，而红光和绿光则是由磷光体转换产生的，

具有一个与此相关联的时滞。Muramoto 说：“实现彩色响

应的同步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而我们恰好无须管理

日本UV-LED制造商Nitride Semiconductor 公司

进入 micro-LED 显示器市场

任何时滞。我们的 micro UV LED 还很容易安装，而且我

们使用磷光体的历史长达 50 年；将 UV LED 用于显示器

和照明，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

新建的子公司将专注于技术开发，而不是制造。如 

Muramoto 所述：“日本公司应致力于开发强大的技术和专

利 …… 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规模很大的 LED 制造商，我

们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外包给他们。”

在掌握了技术的情况下，这位首席执行官表示，他的

公司的 micro UV-LED 已经做好了大规模生产的准备，并

称制造“并不是那么困难”。重要的是，他的公司还在显

示器制造方面与日本的显示器供应商 V Technology 开展

着合作。

“拾取和放置”转移工艺之痛

采用传统的“拾取和放置”转移工艺来制造 

microLED 显示器是众所周知的难题，在该工艺中，所有

的子像素以“一次一个”的速率放置在 CMOS 背板上。

有鉴于此，许多公司一直着力于大规模转移制造工艺

的开发工作，其中包括 V Technology。在此类工艺中，数

以千计的子像素从蓝宝石或硅施主载体同时移动到显示衬

日本 UV-LED 制造商 Nitride Semiconductor 声称开发了一种为打造性能更好的显示

器制作 micro-LED 的简易方法。

——Rebecca Pool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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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贺利氏贵金属工厂生产的超细测试线材具有更加广

阔的应用领域，能够达到标准线材无法企及的高度。

半导体和电子行业用探针卡的制造商们需要使用这种

线材来制造用于半导体晶圆测试的探针。他们必须不断调

整探针卡，以应对元器件小型化趋势带来的诸多挑战。 

电导率提高1到5倍 
评价测试线材性能的关键指标包括电导率、硬度以及

直径。在电导率方面，贺利氏的创新产品优于市场上的同

类合金线材。其电导率大于 30% IACS，而传统线材的电

导率仅为 5%–14% IACS。贺利氏超细线材弹性出众，即

使在高温环境下也具有出色的机械强度，因此测试次数更

高，使用寿命更长。贺利氏采用钯、铂和铑等不同的贵金

属来制作卷轴线材或盘条线材，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比标准线材细50%
质量控制是半导体生产的核心要素。单个晶圆包含

多达数百个半导体芯片，每个芯片都必须经过 100% 功能

测试。由于芯片上的晶体管不断小型化，每个芯片的晶体

管数量不断增加，因此在愈发狭窄的空间上需要使用更细

的探针。就目前而言，相当于在一张邮票大小的区域上部

贺利氏新型测试线材  应对半导体晶圆测试挑战

署高达 30,000 个探针。贺利氏新款测试线材直径小于 20

微米，仅为人类头发直径的四分之一，比标准测试线材细

50%。因此，新线材为半导体生产中的质量控制设定了新

的标准。

“我们的新型测试线材性能优异，将微处理器制造的

质量保障提升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巩固了我们的

行业领先地位。”贺利氏贵金属全球业务单元总裁 André 

Christl 解释道：“移动通信领域的最新芯片技术，如目前

的 5G 技术，正在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商提出更大

的挑战，要求使用性能更强大而尺寸更小的芯片。贺利氏

愿携手亚洲、美国和欧洲客户，共同挖掘这一商业潜力。”

2019 年 6 月，贺利氏将在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半导

体晶圆测试研讨会（SWTW）上展示其新型测试线材。 

为半导体和电信行业提供产品，除了必须配备合适的

硬件设施，对产品精度、生产经验以及材料与工艺方面的

专业知识均有很高的要求。50 多年来，贺利氏在超细线

材生产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例如，贺利氏生产的特种

电阻丝是安全气囊中不可或缺的元件；滑动电触头也是该

系列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半导体和通信行业，

贺利氏在生产光纤用高纯度石英玻璃方面也拥有数十年的

丰富经验。

贺利氏贵金属采用铑合金制成的最新测试线材电导率提高5倍，直径减小50%，全面超

越半导体行业质量控制用的同类标准材料，从而将微处理器制造的质量保障技术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底。虽然 Muramoto 不会透露 V Technology 大规模转移工

艺的细节，但是他强调说：“[ 该公司 ] 能够相对容易地制

造这些显示器，而且它们已经准备好两年内上市。”

与此同时，这位首席执行官坚信，随着大规模生产

阶段的到来，最终的显示器成本将颇具吸引力。“我们将

需要大量的 UV LED 芯片 …… 但是，利用我们的 micro 

UV-LED 方法，能够简化显示器的结构，而且使得大规模

转移工艺将相对容易。”

重要的是，Nitride Semiconductors 还与智能手机制

造商保持着紧密的接触，Muramoto 确信：智能手机是 

micro-LED 显示器首先施展身手的舞台。

他认为，智能手机用显示面板的最终成本将在 50 美

元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声称使用其他方法制

作的类似显示面板的成本将高达 400 美元。

他说：“micro-LED 显示器的优点是其具备柔性。因此，

微型显示器应该用于可穿戴式应用，我们正在与智能手机

制造商针对下一代设备就此进行讨论 。”

他补充说 ：“我们的技术不是那么复杂，而且非常易

于实现。我们的竞争对手一直在努力研究与此相关的技术，

但是只有我们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