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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通过自动化过程控制来
提高制程性能指标

先
进过程控制（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APC）根据

先前批次的结果和故障检测和分类（faul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DC）系统的输入，通过逐批次

(run-to-run, R2R) 调整制程参数来显着降低制程的净可变

性。这些调整是自动进行的，不需要人工干预。为了成功

运行，自动化系统需要访问上游和下游的制程量测数据，

并能够建立复杂的模型来量化制程输入变化与相应的制程

结果之间的关系。 APC 解除了操作员或工程师手动分析

数据和调整程序参数的需要，并且立即对变化作出响应，

最终达到提高制程性能和良率的目的。

作者: Jim Skeen, Director US Software Sales; Mike McIntyre, Director, ISG Fabwide Product Management; Joerg Reichelt, Software Engineer
Rudolph Technologies, Inc.

本文阐释了先进过程控制与run-to-run调整相结合的方法，以此来减少可变性，提高良

率，消除报废。

图1.  Discover R2R APC 软件（正式名称：ProcessWORKS）使用来自制程量测的反

馈数据和来自前序制程步骤的前馈数据，自动计算和更新当前批次的程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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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个全面的智能制造软件套组实现半导体制程中所有阶段的可视化和自动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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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通常是指利用信息提

高制程性能的实践。R2R 制程控制是

一种实现全面智能制造方法的组成部

分（Discover APC 软件，参考图 1）。 

R2R 的优势可以通过与其他组成部分

的紧密结合得到进一步增强，例如自

动 FDC，它可以防止在已知存在故

障的情况下将异常数据加入制程模型

中。全面的智能制造软件套组所需要

的其他功能包括：应用客制可调配置

给操作者显示一目了然的关键信息，

并允许快速简便地挖掘潜在细节的数

据可视化仪表板；使用传统的统计和

多变量分析技术来对制程性能建模并

进行自动良率研究的良率提升软件；

缺陷检测和自动缺陷分类共同帮助发

现和区分缺陷，这将允许操作者专注

于制约良率的缺陷，忽略滋扰性缺陷，

同时持续监测缺陷计数，以增进分析

价值和收紧工艺窗口；最后，在整个

套组内一致并易于使用的操作者界面

（图 2）。

成果：光刻，蚀刻，沉积，CMP
为了在下面的例子中提供尽可能

广泛的介绍，我们引用过程能力指数

（Cpk）的相对增长率（%）作为改进

的一般衡量标准。 Cpk 可以量化制程

中固有的变异性及其产生允收结果的

能力。虽然我们已经在所有情况下都

尽力保持陈述的定量准确度，但鉴于

制程数据的敏感性，本文后面的一些

插图已被修改，以模糊来源和尊重保

密协议。

光刻工艺的关键尺寸与套刻精度

在表 1 中，案例 1 是一个主要光

刻系统制造商。 量测反馈是对关键

尺寸和套刻精度进行扫描电镜（SEM）

表1 . 光刻工艺-Cpk通过APC获得的增长。

案例# Δ Cpk 其他收益

1 ↑45% 标准差 ↓ 55%, 返工 ↓ 70%

2 ↑20% 返工↓ 87%

3 ↑40%
测试良率 ↑ 4-6%, 返工↓ 75%, 用FDC监测灯强度实现预防

性维修→节约$20M支出 –R2R + FDC

4 ↑32% 在3周内实现

5
↑53% (CD)
↑57% (OL)

自适应量测使产线所有操作每天共节省53.8 小时生产周期时

间

图3. 控制图表显示了 R2R 自动过程控制在光刻工艺 CD 应用中的改进成果。Discover R2R APC 软件控制

器在第500片晶圆开始生产后不久开启，并用蓝线标注出来。

图4.  控制图表显示了 R2R 自动过程控制在蚀刻工艺应用中的改进成果。Discover R2R APC 软件控制器在

第90批lot开始生产后不久开启，并在两个窗口都用竖线标注出来。

测量获得的高数据量结果。 除了 Cpk 

提高了 45% 外 ，客户还看到标准差

减少了 55% ，需要返工的晶圆数量

减少了 70% 。

案例 2 是同一客户在不同光刻工

艺上的另一个实例。 在这个案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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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k 上升了 20% ，返工减少了 87% 。

案例 3 是美国的一家重要的独立

设备制造商（IDM）。 他们使用佳能

曝光装置，每片晶圆卡控 15000 个参

数。 他们发现测试良率增加了 4% 到

6% ，返工减少了 75% 。 此外，他们

使用故障检测和分类软件来监测灯强

度并对紧急灯光故障作出预警。 由此

而减少的更换灯产生的停机时间增加

了机台产出时间，并避免了 2000 万

美元的额外产能资本支出。 

案例 4 是一家德国的电子元器

件，模块和系统制造商。 他们的 Cpk

在三周内增长了 30% 。

最后一个案例 5，是一家有线基

础设施、无线通信和企业级存储解决

方案的全球供应商。 他们使用尼康和

阿斯麦曝光装置，通过自动过程控制

来改善光刻工艺的 Cpk，关键尺寸方

面提高了 53% ，套刻精度方面提高

了 57%。

蚀刻制程

案例 1 是一个主要数据存储系统

制造商对Veeco离子磨削制程的监测。

在启用 APC、自动化和良率管理系统

三个月后，他们将 Cpk 提高了 50%，

均值中心点提高了 15% 以上，标准

差降低了 40%。通过消除手动任务，

客户每月可节省 100 小时的直接人工

成本。由于使用非破坏性测量（通过

R2R 控制，制程差异的降低使之得以

台利用率提高 15%。他们还使用自动

故障检测和分类来监控组件磨损（将

电网购买量减少 30%）、验证 recipe

调整 / 设置、监控设备数据并在必要

时进行拦截。

案例 2 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独立设

备制造商，其使用 APC 控制一台进行

栅蚀刻制程的 Applied Materials 机台。

控制器通过监测每次运行中的 20 万个

参数来跟踪光刻和蚀刻数据的变化。

沉积制程

在此沉积制程应用实例中，客

户是一家使用 Applied Materials PVD 

和 CVD 系统的欧洲大型芯片制造

表 3.  沉积 - Cpk通过APC获得的增长。

客户 # Δ Cpk 其他优势

1
↑51% (膜厚)
↑26% (压力)

最终薄膜厚度更接近目标值, 减少了超规的lot, 更容易在产品

之间进行更改, 制程工程师得以及时地更新控制器, 更快速进

行反馈调整 以抵消机台造成的偏移。

表 4 . CMP - Cpk通过APC获得的增长。

客户# Δ Cpk 其他优势

1 ↑150% 返工率↓ 86%, 报废率↓ 40%, 试验品率 ↓ 40%

2 ↑137%
5周从新建厂 (无 R2R) 到全面生产, 晶圆厚度差异下降

70%。

表 2.  蚀刻- Cpk通过APC获得的增长。

客户# Δ Cpk 其他优势

1 ↑50%

标准差↓40%，返工率↓10%，实验品率↓，recipe数量↓由超

过200降低到 50以下，自动将数据传入良率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分

析以定位良率变化原因。使用FDC监控组件磨损 (电网购买量减

少30%)，验证使用的R2R设置，监控设备数据并  拦截。

2 ↑68%
单批lot的生产周期↓8小时，实验品率↓，一套方案即可控制20
万个参数。栅蚀刻-控制器跟踪使用不同光刻机和蚀刻机对关键尺

寸产生的影响–共20万个参数 (光刻机x蚀刻机x光罩)

实现），验证制程正常运行所需的时

间缩短了一半。 新的监测过程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监控晶圆的使用，同时通

过精确定位工艺区的良率损失，减少

了晶圆报废并提高了产量。其他可衡

量的工艺改进包括将 recipe 数量减少

75%、将周期时间缩短 5% 以及将机

图 5. 控制图显示出R2R 自动过程控制在该沉积应用实例中所带来的改进成果。两机台（图表上的不同颜

色）在采用APC 之前都未得到控制， 而在采用 APC 之后都处于控制之下。图中的蓝色竖直线表示在第25
天该用户启动Discover R2R APC 软件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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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控制图示例显示出R2R 自动过程控制在 CMP 应用中所带来的改进成果。

商。APC 根据在 A 和 B 两机台上测

量到的沉积速率变化调整了对应的沉

积时间，对气体流量和射频功率也进

行了调整，以控制薄膜的均匀性。图

5 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两机台调整前后

的结果。不难看出，在采用 APC 之

前，A 和 B 两机台都没有得到有效控

制，几乎无法达到目标薄膜厚度。在

采用 APC 之后， 膜厚的 Cpk 值提高了 

51%，压力的 Cpk 值提高了 26%。

CMP制程

对于 CMP 制程（如图 6 所示），

APC 根据前次运行测量的去除率和当

前传入晶圆上测量的薄膜厚度计算当

前运行所需的抛光时间。APC 控制器

还调整了背压，以提高均匀性。FDC 

用于监测浆料特性，并确保该机台在

处理每片晶圆时均使用正确设置。该

客户发现，在使用 APC 后，只有在

长期的机台空闲时间后，才需要使用

测试芯片进行制程验证。这不仅降低

了测试芯片的成本，并将机台吞吐量

提高了 25%，最终使该客户避免了为

提升 CMP 能力所需的 3600 万美元的

资本支出。  

表 4 显示了两家企业在应用 APC

后的综合结果。案例一是一家使用

Applied Materials Mirra 系统的美国独

立设备制造商。其采用 APC 后，将 

Cpk 增加了 150%，并利用故障检测

和分类来监测浆料，在单次拦截中节

省 9 批晶圆 lot。

案例 2 是一家德国电子制造联合

企业，其在 5 周内在一台没有任何基

准的全新机台上部署 了 APC 系统，

并将 Cpk 提高 137% 而厚度差异降低

70%。

结论

Discover APC 软件整合了来自上

游和下游测量和检查的信息，以计算

和实现当前运行的最佳 recipe 设置。

它减轻了操作员或工程师手动分析数

据和修改 recipe 参数的需要，从而能

够更快地响应工艺条件的变化，并避

免人为错误。我们提供了许多包括光

刻、蚀刻、沉积和 CMP 在内的一系

列制程上采用 APC 的案例，所有这

些例子都显示出工艺变异性的显着降

低和工艺能力的大幅提高。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近日

完成全球首颗 3D IC 封装，预计将于

2021 年量产。

台积电此次披露 3D IC 封装技术

成功，揭开半导体制程的新世代。目

前业界认为，此技术主要是为了应用

在 5 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并为客制化

异质芯片铺路。

台积电近几年推出的 CoWoS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架构及整合扇出型

封装等技术原本就是为了透过芯片堆栈

摸索后摩尔定律时代的路线，而真正的

3D 封装技术的出现，更加强化了台积

电垂直整合服务的竞争力。未来异质芯

片整合将会是趋势，将处理器、数据芯

片、高频存储器、CMOS 影像感应器与

微机电系统等整合在一起。

封装不同制程的芯片将会是很大

的市场需求，半导体供应链的串联势

在必行。所以台积电也积极投入后端

的半导体封装技术，预计日月光、矽

品等封测大厂也会加速布建 3D IC 封

装的技术和产能。不过，3D IC 封装

并不是容易的技术，需搭配难度更高

的工艺，如硅通孔、晶圆薄化、导电

材质填孔、晶圆连接及散热支持等，

将进入新的技术资本竞赛。

台积电完成首颗3D IC封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