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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先 RDL 扇出型封装的
牺牲激光脱模材料

作者：Ramachandran K. Trichur, Rama Puligadda, Tony D. Flaim; Brewer Science, Inc.

图 1. 显示先芯片工艺（使用载体辅助方法）两种主要方法的通用工艺流程。(A) 重构晶圆处置， (B) 创建工艺和处置。虚线框区域显示了临时粘合材料在该工艺

中的作用。

芯片与高 I/O 密度板连接。各类日新月异的封装技术在设

备异质集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扇出型晶圆 (WLFO) 

封装技术在众多新兴工艺中成为主导。WLFO 工艺已商用

多年，其采用简单的单芯片设计，重组晶圆一侧的单个再

分布层（RDL），使厚重构晶圆轮廓上的硅区域稀疏，从

而使原本较厚的封装更薄。

最近，为解决最终用户的性能、集成和外形需求，扇

出型封装的设计和工艺复杂性不断增加（其中涉及多芯片

封装、集成无源器件、多 RDL 层以及 3D 扇出型封装），

同时 x、y 和 z 方向的封装尺寸也不断减少。随着芯片尺寸、

工艺复杂性、封装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产量成为扇出型封

装工艺的关键要素。传统的扇出型工艺采用“先芯片 / 后 

RDL”的方法，采用良好芯片模具构建重构晶圆，然后在

重构晶圆的顶部堆积 RDL。随着重构晶圆和 RDL 的复杂

半
导体行业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在过去数年，集成

电路的发展一直以摩尔定律为指导原则。但是将来

的器件发展，将能更快实现缩减成本和性能改进。7 

纳米以下节点的扩展成本正在大幅上升，下一代光刻解决

方案需要大量的资本设备投资和研发成本。由于消费电子

产品、移动设备、云计算、汽车以及各种其他应用领域所

需产品和服务的显著进步，对于更高性能、更小外形、更

密集集成和更低成本器件的需求不断增加。半导体行业在

不断推进集成电路扩展的同时，也转向采用先进的封装技

术提高性能和集成度，并降低成本。

异质集成（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的挑战之一是

弥合裸片级（die level）封装与板级（board level）封装的

可用 I/O 差距。裸片级封装方面，随着 I/O 密度的增加，

芯片尺寸在不断缩小，因此需要创新型的封装技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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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先 RDL 工艺牺牲脱模层的关键要求。

性不断增加，当良好芯片（KGD）位于不良 RDL 位置时，

该工艺易受 RDL 层产量损失的影响。产量损失可能由几

项因素造成 ：模移、热膨胀不匹配、光刻对准不良等。其

在封装过程中造成大量 KGD 损失。

为避免封装期间的 KGD 损失，开发出“先 RDL/ 后

芯片”封装工艺，即先将 RDL 置于载体晶圆，然后将 

KGD 置于已知良好 RDL 位置顶部，从而避免 KGD 损失。

该“先 RDL/ 后芯片”工艺还可为 RDL 提供其他更细化

线 / 尺寸空间优点，为更密集的设备集成提供复杂路由。

本文中，我们向您介绍牺牲激光脱模材料，该材料通过解

决工艺中遇到的部分关键挑战，支持 RDL 优先扇出型封

装的开发。

FOWLP 技术

如上述，扇出型晶圆封装 (FOWLP) 技术大致分为两

种工艺类型，即先芯片 / 后 RDL 扇出型和先 RDL/ 后芯片

扇出型。两种工艺路径中的高级集成方案都需要使用临时

粘合材料的载体辅助工艺。

先芯片 / 后 RDL FOWLP

先芯片扇出型工艺采用晶圆重构工艺，在该工艺过程

中，选取来自原始设备晶圆的已知优质芯片，并将其放置

到基材上，然后用环氧树脂成型化合物包覆成型并固化，

以形成被称为重构晶圆的异质高应力基材。如果重构晶圆

厚度少于 350 微米，由于内部应力较大，因此晶圆出现严

重弯曲，而高温临时粘接材料可通过工艺流程 [1] 支持重

构晶圆，以减少弯曲，以在 RDL 构建期间的光刻校准时，

减少设备的处置问题和注册错误。

先芯片工艺流程包含两种通用工艺路线，即重构晶圆

处置和创建工艺及处置。图 1 所示为两种工艺路线的一般

流程示意图。两种路线的主要差异在于重构晶圆重建。在

工艺路线 A ，即重构晶圆处置中，将晶圆置于独立载体，

然后转至涂有高温临时粘合材料的第 2 载体，以及后续 

RDL 创建和装配的玻璃层。在工艺路线 B，即芯片装配、

重构、RDL 创建和装配工艺发生的场所是涂有高温兼容

图 2. 先 RDL/后芯片工艺流程示意图，虚线框区域显示了临时粘合材料在该工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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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粘合材料的单独载体和脱模层。

用于芯片优先类工艺的主要临时粘合材料问题包括

翘曲控制、模移、温度稳定性等，这些已在以前的出版物

中陈述 [2]。先芯片扇出型工艺现已大量使用，其越来越多

地用于支持移动电子应用。

先 RDL/ 后芯片 FOWLP

图 2 所示为先 RDL FOWLP 工艺示意图。据此，RDL 

层的工艺以及芯片粘结工艺在涂有牺牲脱模层的临时载体

上完成。通常，玻璃载体涂有脱模层，然后完成一系列工

艺步骤，以创建 RDL 层。重复这些步骤多次，以创建多

层 RDL 结构。RDL 工艺完成后，晶圆先经装配工艺步骤

（芯片粘结、成型和模具研磨）处理，而后载体脱模。先 

RDL 工艺的首选晶圆级封装载体脱模方法采用激光脱模

机制。许多代工厂和 OSAT 正在开发该工艺，以用于晶圆

级封装和面板级封装的高级集成。

先 RDL 工艺牺牲脱模材料的关键要求

载体上涂有牺牲激光脱模层，随后的再分布层操作、

芯片装配、组装和成型工艺均在该层进行。该材料用作构

建所有其他层的基础材料，而非用于单一的粘合剂层或脱

模层功能。与先芯片工艺相比，先 RDL 工艺对牺牲脱模

层的要求更严格，原因是在 RDL 成型的早期阶段，脱模

层的整个表面都可以处理化学品。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

脱模层需要对金属种子层和 / 或聚合物介电层具有良好的

粘附性。脱模层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耐化学性，以抵御光刻

化学品、金属蚀刻化学品和开面测试中的其他各类溶剂。

并且，脱模层需要可在聚酰亚胺固化步骤中经受长时间的

高温处理，并且避免在高温和高压芯片粘结工艺和环氧模

制期间流动。图 3 所示为先 RDL 

工艺牺牲脱模层的关键要求。务

必注意：称该材料为牺牲激光脱

模层没有捕捉到该材料的所有必

要功能。

涂层工艺

牺牲激光脱模层必须与晶

圆级和面板级涂层技术兼容。这

些材料在整个基材上具有均匀的 

TTV，应提供优异的涂层质量。

涉及的部分风险包括针孔缺陷、

去湿斑点、厚度不均匀等。该涂层的异常将对下游工艺产

生不利影响。

例如，针孔缺陷和去湿斑点可能导致后续在脱模层顶

部涂覆的层 - 即聚酰亚胺 （PI） 层或 PVD 金属 - 直接通过

针孔和去湿斑点与载体基材接触。由于载体和金属或 PI 

层间无脱模层，无法在缺陷区域完成脱模功能，因此将导

致脱黏性能不佳。如果脱模层涂覆不均匀的厚度，其将影

响脱模功能，并且可能影响脱模层的激光吸收能力，导致

脱黏工艺中高能激光传输到有源器件表面，从而对设备造

成潜在损害。

由 Brewer Science 开发的牺牲激光脱模层可与晶圆级

应用的旋涂工艺、以及面板级应用中的槽模涂层工艺兼容。

这些材料具有出色的均匀性，无任何缺陷，适用于涂覆至

玻璃晶圆和面板。图 4 所示为使用槽模涂层工艺的牺牲脱

模材料 A 和 B 面板级均匀性。

粘附性

牺牲激光脱模材料必须对以下材料具有强大粘附性：

玻璃、聚酰亚胺等有机物以及通过 PVD 工艺沉积的 Ti 

 
 

 最大 最小 范围 平均 均匀性 
材料 A 2.21 2.15 0.06 2.18 ±1.42% 
材料 B 1.06 1.02 0.04 1.04 ±2.13% 
      

激光脱模材料 A   激光脱模材料 B 
 
 
 
 
 
 
 
 

结果基于 370 毫米 x 470 毫米裸玻璃涂层 

图 4. 使用槽模涂层工艺的牺牲脱模材料 A 和 B 面板级均匀性。

 

金属（180 纳米 Cu） 

脱模层 
晶圆 

激光脱模材料 B 激光脱模材料 A 

图 5. (A) 粘附性测试的测试结构示意图 (B) 脱模材料 A 和 B 的 Cu 交叉影线粘

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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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u。如粘附强度不佳，则在装配

流程中，将导致再分布层或内置设

备基材分层。除脱模层特性外，特

定的金属沉积过程对粘合强度有影

响。应遵循关于金属沉积的最佳实

践标准，以改善脱模层粘附性。

我们使用 ASTM-D3359 标准化

的交叉影线胶带测试方法，测试我们

的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对 PVD Cu 的

粘附性。图 5 所示为两种材料的 Cu 

交叉影线粘附性测试结果。如粘附性

不佳，则可能导致交叉影线图案创建

的 Cu 正方形剥离，但是胶带测试结

果显示，所有 Cu 正方形均对脱模层

具有出色的粘附性。

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

牺牲脱模层在创建流程中的关

键要求包括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

置于脱模层顶部的 RDL 层中，要求 

1-3 小时范围内的每层固化温度超过 

250℃。因此，3 层 RDL 结构可使脱

模层暴露在高温工艺循环中多达 9 小

时。热循环期间，脱模层不得软化或

分解，必须保持刚性和稳定。

牺牲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必须

为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材料。材料 

A 是一种热塑性塑料，其玻璃化转变

温度（Tg）高达 320℃，热分解温度

（Td）为 410℃。材料 B 是具有 270℃ 

的 Td 的热固性材料，并且在低于 Tg 

的温度范围内不显示 Td。由于材料具

有上述特性，因此其在高温 PI 固化

流程中不会软化或分解。

化学稳定性

该牺牲脱模层需要可承受严酷的

化学条件，其多数为开面，脱模层可

与部分工艺化学品直接接触，包括在 

RDL 堆积期间的湿法蚀刻化学品。典

型的化学品包括溶剂、金属蚀刻化学

品、抗蚀剂剥离剂、电镀化学品和其

他装配工艺化学品。脱模层在工艺流

程中不得溶解、损失厚度，不得污染

化学浴槽。耐化学性的常见研究方法

是目视检查，化学品接触前后的脱模

层厚度测量，以及涂覆脱模层的基材

浸没前后对电镀速率或工艺浴蚀刻速

率变化的测量，以检测是否有任何污

染物或脱模层浸入浴槽内。

我们通过以下方法研究了脱模层

的化学稳定性：在 Si 晶圆涂覆脱模

层，然后将晶圆浸入化学品，然后目

视检查和 / 或测量厚度。对于包含目

视检查的测试，仅需将一半的晶圆浸

没在化学品内，观察浸没区域对涂层

的任何不利影响（颜色变化、粘附力

损失、厚度损失等），将其与未浸没

化学品的区域进行对比。图 6 所示为

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的化学品接触

研究结果。表 1 所示为材料 A 的其他

耐化学性研究。

激光脱黏

激光脱黏是先 RDL 工艺的首选

脱黏方法，是全置设备晶圆脱模的关

键工艺。该工艺中的任何偏移或缺陷

都可能导致成本高昂的晶圆器件损

失。激光脱黏工艺的重点是对晶圆器

表 1. 使用激光脱模材料 A 扩展耐化学性研究。

图 6. 耐化学性研究 (A) 部分浸入化学浴中的晶圆示意图 (B) 暴露于化学品后涂有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的晶圆图片。
 

晶圆部分浸入化学浴槽 

材料名称 硫酸 
(3%) 

氢氧化钠 
(3%) 

过氧化氢 
(5%)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激光脱模

材料 A 
（2 微米） 

激光脱模材

料 B（180 
纳米） 

化学品 浸入前厚度 浸入后厚度 备注

NMP 90℃ 25分钟 2.44±0.19 微米 2.61±0.11 微米 合格

2% 氨10分钟 2.39±0.03 微米 2.34±0.03 微米 合格

2.5% 四甲基氢氧化铵10分钟 2.24±0.13 微米 2.24±0.32 微米 合格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10分钟 2.29±0.33 微米 2.31±0.33 微米 合格

Buffer HF 3 毫米 2.27±0.01 微米 2.27±0.02 微米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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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无损坏，实现最小残留物的脱黏工艺。文献表明，在紫

外线激光脱黏时，消融的主要原因是有机激光脱模材料的

光化学分解，而非使用较长波长激光源在消融中发生的光

热分解。牺牲激光脱模层可吸收紫外激光，并通过化学解

离，从器件晶圆脱模载体。光化学消融工艺可减小对器件

晶圆的热影响，消融发生在载体和激光脱模材料的接口处。

Brewer Science 开发的牺牲激光脱模材料可与市场上所有

常用晶圆和面板脱黏紫外激光脱黏工具（308 纳米、343 

纳米、355 纳米）兼容。图 7 所示为使用 355 纳米激光波

长的材料 A 和 B 的脱黏结果。

脱黏后清洁

激光脱黏工艺完成后，必须清洁晶圆器件的所有脱模

层残留。材料 A 为热塑性脱模层，可与溶剂清洁工艺和

等离子清洁工艺兼容。材料 B 为热固性脱模层，可与等

离子清洁工艺兼容。脱黏清洁工艺的重点是：通过具有成

本效益的短期清洁程序，完全移除残留物。

我们使用平行板等离子蚀刻机清洁材料 A 和 B 的激

光脱黏残留物。表 2 所示为等离子清洁配方。两种材料都

易于通过氧等离子体清洁。材料 A 还可以使用 MP 或二氧

图 7. 使用 355 纳米激光源的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的脱黏。

 

激光脱模材料 A 

激光脱模材料 B 

材料 厚度
气体

(seem)
时间

（秒）

功率

(W)
压力

(mTorr) 直流偏置 结果

材料 A 2 微米 O2-50 600 150 100 396 清洁

材料 B 180 纳米 O2-50 60 150 100 396 清洁

表2 . 激光脱模材料 A 和 B 的等离子清洁配方。

戊环作为清洁溶剂，采用旋转或喷雾

清洁工具清洁。

总结

根据上述先 RDL 扇出型工艺要求

清单可以轻易了解到，激光脱模层是实现先 RDL 工艺的

关键材料之一。本文以我们最新的脱模材料 A 和 B 为示

例，但是我们也开发了部分其他配方和厚度的变体，以满

足单独的客户和工艺流程需求。此类材料变体用于在我们

的合作伙伴处演示我们的全流程先 RDL 工艺流程，该全

流程工艺的结果也已在最近发布 [3]。使用内置多层 RDL 

的玻璃载体对晶圆级封装进行试验，随后进行芯片粘结、

成型、脱黏、清洁和芯片切割。测试最终设备的电气性能，

以确认激光脱黏流程中无芯片或电路损坏。

随着我们超越摩尔定律的时代，进入“摩尔加”时代，

所有电子设备都集成了多种功能，用于传感、处理、数据

传输、显示等。据此，异构集成和系统级封装（SiP）技

术在满足最终用户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移动电子设

备、物联网应用及其他互联服务将继续推动半导体产品的

性能要求变化，而高级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将越来越可满足

这些需求。作为高级材料供应商和半导体供应链的组成部

分，我们很理解，材料的转型创新是维持和支持下一代电

子设备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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