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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高密度先进封装的设计与验证挑战

简介

现今，电子产品向产品开发团队

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业界在不断

努力，以期通过使用新的设计技术 来

改善产品质量并提高设计效率。例如，

由于摩尔定律越来越难以维系，系统

扩展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因此推

动如下创新 PCB 和封装技术发展：

• 高密度互连和软硬结合板，支持

在每单位面积上实现更多功能

• 系统级封装（SiP）和扇出型晶圆

级封装（FOWLP）等先进封装，

可促使设计密度稳步提高（图 1）

这些创新的 2.5D 和 3D“高密度”

先进封装（HDAP）解决方案不仅颠 

覆了传统设计方法和工具，而且 还扰

乱了供应链。伴随这些颠覆 性技术而

来的还有全新的挑战， 因为其采用了

类硅材质和工艺或 多基底架构，可推

进实现高带宽 存储器和混合立方存

储器（HBM/ HMC）之类的高性能存

储器件。

事实上，封装设计方法和工具处

于一个转折点，其意义不亚于针对引

脚框架的 MCAD 工具过渡到针对塑

料球栅阵列（PBGA）的 ECAD 工具。

硅晶圆代工厂进入封装供应链，对封

装运用硅片工艺设计套件（PDK）和 

验证流程，进一步颠覆了原来的工具

和方法。类比到 IC 世界中，这些 2.5D 

和 3D HDAP 技术实际上就是封 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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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特征（图 2）。

“高密度”先进封装（HDAP）

一词指代颠覆性封装技术这一类别，

其中包括：FOWLP、基于中介层的

封装、高管脚数倒装芯片和 SiP。

这些封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全

都对传统设计工具和验证方法提出了

某种独特的挑战。当今的许多封装 都

纳入了多基底或多器件的某种要素，

以提供系统扩展解决方案。

设计与验证挑战包括：

• 跨基底边界的高性能接口的连通

性规划与协调

• 器件和基底堆叠——3D 互操作

性

• 完整装配的电气提取与分析

• 各个基底和完整装配的掩膜级验

证

随着 FOWLP 等先进封装的爆炸

式增长，“类 IC”工艺和工具的使用

也日渐增多，因此迫切需要在更小的 

特征尺寸中实现更高的数据分辨率和

新“节点”，因此需要新的设计与验

证方法。

背景及问题

当今为人熟知的有机基底封装流

程，同那些用于 PCB 设计的流程非

常相似。基底制造厂提供的设计规则

相 当简单，通常有一定的灵活自由

度。封测代工厂（OSAT）将这种类

似 PCB 的流程应用于当今使用有机

基底（通常是 FR4 或聚酰亚胺）的 

PBGA 封装中。这些灵活的基本规则

在不同的 OSAT 之间差别甚微，因而

为 设计人员选择供应商提供了一定

的灵活性，无需过多地对设计复位向。

相比之下，制造规则要复杂得 

多，并且是专门适用于特定晶 圆代

工厂的，受工艺和合格率 驱动。因

此，制造规则通常没 有灵活性，无法

在不同晶圆代 工厂之间共享或互换。

2.5D/3D 高密度先进封装技术同时涉

及硅片与封装，因此具有不同的设计

图 1. 行业需求推动封装解决方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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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则检查（DRC）精度。对于传

统封装工具而言，非曼哈顿几何形 状

的 GDSII 质量和性能也可能是一个问

题。此外，ASIC、FPGA 和片上系统

（SoC）器件的 I/O 数可能接近或 超

过 10,000 个管脚。因此，他们能轻易

影响设计工具的性能、容量和产量。

针对塑料球栅阵列的封装设计工

具，并不能处理高密度先进封装特征。

勉强拓展专门针对 PBGA 的工具以 

用于 HDAP 设计，将会引入误差，并

在流片之前产生耗时费力的下游迭代

工作。例如，若 FOWLP 设计要利 用

多个基底（中介层）和／或器件，为

了精确构造和验证封装，必须提供新

的设计功能。

HDAP（包括 FOWLP）的验证，

给封装设计人员和产品开发团队带来

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使用上述类 IC 

工 艺时，验证和 Sign-off 流程都是全

新的流程，而且与通常用于 PBGA 设

计的路径和流程大不相同。

使用 HDAP 的传统封装方法时，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设计在版图

布局工具内能通过 DRC，但当使用

制 造物理验证工具检查输出时却无

挑战 是如何将硅片 (IC) 型工艺应用

于 2.5D 和 3D 封装的设计与验证中。

为了应对此挑战，Mentor Graphics 开

发了一款创新设计与验证解决方案，

可 直 接 响 应 HDAP、FOWLP、SiP 

及衍生工艺（如 TSMC 的集成扇出 

(InFO)）的常见但棘手的设计与验证

需求。

Mentor Graphics 的 HDAP 解决

方案已经过 TSMC® 充分认证，支持

其 InFO_M 和 InFO_POP 两种封装技

术。该 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基底集成，即在详细物理实现之

前，对多个基底之间的逻辑连通性进

行 规划和优化。参见图 4。 

法通过。这可能包含多种原因：

• 区域填充算法薄弱

• 缺少弧形构造

• GDS 输出的质量

• 多边形合并

• 设计工具的精度或分辨率

尝试解决此问题时又会引发插入

或替换形状问题，因为版图布局工具

不支 持某些形状，所以需要插入或替

换输 出文件中的形状。这种“变通流

程” 必然会导致版图数据库和实际制

造的 产品之间产生不连续性（图 3）。

 

解决方案

如上所述，产品开发团队面临的

图 2.  2.5D/3D 技术同时涉及硅片与封装。

图 3. 对 HDAP 使用常规封装方法时的变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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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pedition 流程中，Substrate 

Integrator 提供了早期、快速及高效

的多基底集成与设计管理。Substrate 

Integrator 异常灵活，可接受各种输入

格式，例如 LEF/DEF、AIF、GDSII 

及其他格式。这种灵活性支持系统 网

表生成和追踪，从而无需通过电子表

格即可管理连通性和器件信息，并可

简化及加快整体工程变更单 流程。

Substrate Integrator 还能让设计人

员在一个图形环境中看到全貌：芯片、

中介层、封装和 PCB。这样一来， 设

计团队便可：

• 更好地预期及避免下游问题

• 高效执行与评估折衷和设计方

案，并能将决策清晰传达给利益

相关者

• 在实施之前就实现连通性和分配

的最佳平衡，以获得最理想的性

能、成本和可制造性，从而减少

迭 代，并缩短周期时间

关于允许的金属结构几何形状方

面，HDAP 设计常常涉及到复杂的制

造／晶圆代工厂规则。利用 Sign-off 

流程设计与验证金属结构可能非常耗

时，尤其是存在多次迭代的时候。

决方案中，Calibre® 3DSTACK 技术

提供了多芯片和中介层 LVS 检查，因

此能够迅速产生精确结果。Xpedition 

与 Calibre 的集成还可确保 HDAP 设

计具有非常稳健的 Sign-off 路径。

结语

诸如“iPhone 7 采用扇出型晶圆级

封装而非 PCB”、“三星的 FOWLP 新

技术无需 PCB”之类的头条新闻， 说明

了高密度先进封装对当今尖端电子设

计是何等重要。Mentor Graphics 的创新 

HDAP 设计与验证解决方 案满足了与

这些颠覆性技术相关的独特需求。

Xpedition 解 决 方 案 可 确 保 

2.5D/3D 详细实施方案在一个包含丰

富设计功能（如原始 3D 设计可视

化、编辑、3D DRC 等）的环境中实

现。它运用了设计内验证，因此可在

最终 Sign-off 之前解决 80%-90% 的

问题。此外，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闭环

流程，可确保输出和最终版图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同步。经证实，与 Calibre 

3DSTACK 的直接集成可提供绝佳的 

Sign-off 和 LVS 验证。

Xpedition  HDAP 解决方案的另

一组成部分是利用 Hyper Lynx® 技术，

从而可通过设计内检查来快速识别和 

解决基底级别的 DRC 违规。利用这

种方法，通常能够在最终流片 Sign-

off 验证之前解决 80%-90% 的问题。 

其还提供了独立于设计工具 DRC 引

擎的验证，从而可提高结果精度的置

信度。

2.5D/3D 封装的物理验证需要一种

对各布局层进行独一无二的处理，同

时不会让工具容量和性能超负荷的 方

法。鉴于可能出现单个芯片存在多重

布局的情况，故精确检查这些系统需

要按照芯片布局情况区别对 待各层。

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可管理的

任务，因为不是每个芯片中的每个几

何形状都需要一一进行检查。因为

每 个芯片已经利用目标晶圆代工厂

的 DRC 和版图与电路图比较 (LVS) 

工具进行过检查，最后剩下的便只是

检 查芯片之间的交互。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需要从每个芯片中提取多个层

面，以确定其有何影响。因此， 设计

工具必须能了解每个芯片和每个布局

的分层情况。在 Xpedition  HDAP 解

图 4. Mentor Graphics 的经过 TSMC 认证的 InFO 设计与验证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