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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导体芯片的集成化趋势已大致

遵循摩尔定律发展了半个多世

纪。随着晶体管电路逐渐接近

物理极限，摩尔定律的延伸受到越来

越多的挑战，这使得先进封装技术开

始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包括倒装芯片

（FC）的封装、晶圆级封装（WLP）、

系统级封装（SiP）、2.5D 封装、3D

封装等。固定芯片引脚以达到电气连

接是封装工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目前常见的芯片引脚的制作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先是通过电镀的方法在

整片晶圆上的引脚部位镀上焊料凸点，

然后以高于焊料熔点的温度回流，从而

完成焊料与其下金属的连接，并借助熔

融焊料的表面张力使焊料从镀态形状变

为球形。随着集成电路小型化的发展趋

势，焊料凸点及节距的尺寸也越来越小，

已小到单位数微米或接近单位数微米的

的无助焊剂回流，并与有机助焊剂的

回流结果做比较，以检验该技术的应

用价值。具体地说，这一技术是以电

子附着（EA）的方式在大气压下对

不可燃性氮氢混合气（氢浓度≤ 4% 

体积）中的氢进行活化， 因而适用于

连续生产线的开放式隧道炉。其基本

原理是通过安装于炉膛顶部的电子发

射装置产生出大量的低能电子，并使

得一部分电子吸附于氢分子上将氢分

子解离和活化，从而达到有效去除氧

化物的目的（图 1）。

这一新型活化氢技术是近年来由

空气产品公司（Air Products）研发的

成果 [1-3]，具备该技术的回流炉也已由

制炉厂家造出 [4]，并通过了合格性验

试。这项技术不仅能彻底消除回流焊

中的有机残留，且可与连续生产线配

套，因而适用于电子封装工业的许多

与传统的助焊剂回流相比，在制作微米级焊料凸点的工艺中应用新型的活化氢技术，具备

如下优越特征：a) 有效抑制焊料滴落，b) 实现高质量凸点形态，c) 最大限度减小IMC层厚

度，d) 可确保晶圆表面无残留。

晶圆上微米级焊料凸点的无助焊剂回流

作者：董春，空气化工产品公司

 戴凤伟，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图1. 回流炉内的电子发射。 图2. 含无铅铜柱凸点的12吋机械晶圆，样品由NCAP提供。

范围。这给焊料凸点的回流工艺带来许

多新的挑战。目前，常用的凸点回流工

艺是先将有机助焊剂喷在晶圆表面，然

后使其在氮气环境下回流。有机助焊剂

的作用是在回流升温过程中去除凸点上

的表面氧化物，从而保证回流中熔融焊

料的成球质量。然而，有机助焊剂的使

用将不可避免地在晶圆表面造成有机残

留的污染。对高可靠性的封装件来说，

任何残留的存在都是不能接受的，而助

焊剂残留的清洗也随着焊料凸点及节距

尺寸的缩小变得越发难以实现。因此，

开发无助焊剂的回流工艺已成为势在必

行。

引入新型活化氢技术

本研究可解决采用助焊剂回流所

遇到的问题。通过采用一种新型的活

化氢技术进行晶圆上微米级焊料凸点



COLUMN
专栏

焊 接

www.siscmag.com                                                                                                                   半导体芯科技   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         25

领域。随着组件尺寸不断缩小以及三

维化封装的发展趋势，这一新型无助

焊剂焊接的应用价值将会更加突出。

本文将重点介绍应用此技术来提高晶

圆上微米级焊料凸点的回流质量。

 

实验方法

本研究中所用的晶圆样品是由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

（NCAP）提供的机械晶圆（图 2）。每

片晶圆表面含有不同电镀尺寸的无铅

（Sn / Ag）铜柱凸点，其凸点直径在单

位数微米或接近单位数微米的范围。

实验中所用的回流炉集成了 EA

活化氢技术，它是专门为生产型晶

圆凸点回流焊而设计的直线开放式

隧道炉（图 3），可处理最大直径为

300mm的晶圆。该炉具有八个温度区，

包括五个独立控制的加热区，一个水

冷式入口区和两个水冷式出口区。其

中的五个加热区又包括两个预热区，

两个含有电子发射装置的 EA 区和一

个回流区。EA 区的温度通常在焊料

熔点以下。回流区的最高加热温度可

年来发展迅速，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

成为最主要的倒装芯片的接点互连方

式。与传统的焊料凸点设计相比，铜

柱技术实现了圆柱形焊接连点，因而

可以更好地控制其直径和高度，从而

实现更精细的节距，并改善器件的电

性能及热性能。本研究中所针对的微

米级焊料凸点均为铜柱形式。

在应用铜柱技术时所常常遇到的

一个问题是在铜柱凸点的回流期间，

焊帽会滴落到铜柱表面，导致因焊帽

体积流失而造成的凸点高度不均。不

均匀的凸点高度在倒装芯片的焊接工

序中又将引发开路接点。当凸点尺寸

缩小到接近单位数微米的范围时，由

达 400℃。在不可燃性氮氢混合气（氢

浓度≤ 4% 体积）的充斥之下，炉内

氧气浓度通常低于 5ppm。该炉包含

一个滚轴式运输系统，可将待回流的

晶圆连续不断地从炉子的入口运送到

出口（图 4），其运速可随产品及生产

线的不同需求而适当调整。每个晶圆

在进入回流区之前，都先以低于焊料

熔点的温度暴露于 EA活化氢的环境，

从而使焊料凸点表面上的氧化物被去

除（图 5）。 

逐项分析

A. 焊料滴落

电子封装行业中的铜柱技术近

图3. 具有EA活化氢技术的大规模晶圆凸点回流炉。

图4. 在滚轴式输送系统上的晶圆。 图5. 晶圆进入EA区以去除焊料凸点的表面氧化物。

图6. 在助焊剂回流后的铜柱表面的上下两个位置（1，2），采用EDX技术都检测到锡（Sn）元素的存

在，表明锡基焊料在铜柱表面的滴落和滴落距离。

图7. 通过基于EA无助焊剂的回流，紧挨焊帽下方的铜柱表面也没有检测到锡元素，这表明焊料滴落被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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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凸点自身体积的减小，任何焊料滴

落都将造成凸点高度不匀。

图 6 展现了在使用助焊剂回流

时所常见到的焊料滴落现象，此例中

的铜柱直径为 20µm。通过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学（EDX）分析，甚至在

铜柱的底部（图 6 中的位置 2）都可

检测到锡元素，表明锡基焊料的滴落

距离。然而，当相同的晶圆在相同回

流条件下使用基于 EA 的无助焊剂工

流出现的焊料滴落现象，此例中的凸

点直径为 5µm。通过样品的截面分析

可见，铜柱表面完全被焊料遮掩，表

明焊料滴落的程度很严重。作为比较，

图 9 和 图 10 则展示了使用 EA 回流

后的相同样品的侧视图及截面分析

图，结果再次证明铜柱表面无焊料滴

落。造成两者不同的原因有两点：一

方面如以上所述，由于表面张力之差

引起的焊料滴落阻力的不同，另一方

面是表面张力之差可影响所需的回流

峰值温度。再者无助焊剂的熔融焊料

具有较高的表面张力，凸点的成球动

力较大，因而通过降低所需的回流峰

值温度，有效抑制焊料滴落。对于图

8 和图 10 所示的两个例子，其回流峰

值温度分别是 260℃和 245℃，回流

时间均为 30 秒。

B. 凸点形态

在回流期间，一旦焊料凸点表面

产生任何初始氧化膜，它将成为一层

固态表皮限制熔融焊料的流动，从而

导致不合格的凸点外观，例如成球不

充分，表面不光滑以及形状不均匀。

艺，焊料滴落可以被有效的抑制。如

图 7 所示，紧挨焊帽下方的铜柱表面

完全没有检测到锡元素。该结果可以

被解释如下。有机助焊剂本身具有表

面活化性质。在含有机助焊剂的回流

中，熔融焊帽的表面将完全被助焊剂

覆盖，因而使液态的表面张力明显小

于熔融焊料本身的表面张力。焊料的

表面张力越小，则焊料低落的阻力也

就越小。

图 8 展示了另一例使用助焊剂回

图8. 含助焊剂回流（260℃，30秒）后的截面分

析，显示焊料滴落严重。

图9. 基于EA的无助焊剂回流（245℃， 30秒）可

使焊料滴落完全被抑制 。

图10. 基于EA的无助焊剂回流（245℃，30秒）后

的截面分析，显示无焊料滴落。

图11. 两种晶圆上的无铅（Sn / Ag）铜柱焊料凸点从回流前的电镀形状（a）、到不含EA的回流成球形状

（b）、或含EA的回流成球形状（c）。

#1晶圆 

#2晶圆 
a) 回流前 b) 不含EA的回流 c) 含EA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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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凸点尺寸的不断缩小，氧化膜的

去除变得更具挑战，尤其是当凸点尺

寸接近单位数微米时。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凸点表面的增加使得熔融焊料

的流动对于氧化膜更加敏感；另一方

面，凸点尺寸的缩小使得表面曲率增

大，因而表面能增加，其结果将促进

初始氧化膜的生长趋势以自发地降低

表面能。

图 11 展示了两种晶圆上无铅

（Sn/Ag）铜柱凸点（直径为 17µm 或

20µm）在形变前后的状态。在回流

之前，电镀铜柱凸点呈圆柱形（图

11a）。如果在氮氢混合气氛下的回流

不能太厚。随着凸点尺寸的不断缩

小，IMC 层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控

制 IMC 层的厚度对于微米级凸点的

制作尤为重要。进一步说，IMC 是靠

固体金属溶解于熔融焊料而生成的，

因此回流温度以及回流时间直接影响

着 IMC 层的厚度。如前所述，以基

于 EA 的无助焊剂回流可有效降低回

流时的峰值温度，可最大限度地减小

IMC 层的厚度。图 13 显示了直径为

5µm 的凸点在 EA 回流后的 IMC 层

厚度，其回流峰值温度为 245℃，回

流时间为 30 秒。作为比较，图 14 展

示出含助焊剂回流的相同样品的截

面。助焊剂的存在，使得液态表面张

力减小。在同样的回流时间下，成球

所需的回流峰值温度为 260℃，因此

IMC 层较厚。  

 

D. 晶圆表面清洁度

如前所述，在回流工艺中使用有

机助焊剂将不可避免地对晶圆表面造

炉中没有施加 EA，氢气的还原作用

在正常的回流温度下将不足以呈现。

而初始氧化膜的存在，焊帽不能很好

地回流，导致形状转换不完全以及表

面不光滑（图 11b）。然而，当回流炉

施加了 EA，焊帽的成球才得以实现

（图 11c），表明在回流期间熔融焊料

表面的氧化膜已被有效去除。这一结

果显示了使用 EA 活化氢去氧化膜后

焊帽的成球效果。

如上所述，当凸点直径缩小到

接近单位数微米的范围时，凸点表面

上的初始氧化膜一般会比直径较大凸

点的氧化膜要厚。鉴于此，传统的助

焊剂不能完全去除这种小凸点上的氧

化膜，因此在回流之后的凸点表面常

常会出现皱褶。图 12a 显示出使用助

焊剂回流而在凸点表面留下皱褶的例

子，其凸点直径低于 20μm。这一结

果突出了助焊剂回流在去除氧化膜上

的局限。然而，对于相同的凸点尺寸，

基于 EA 的回流可得到完全无褶皱的

凸点表面（图 12b）。原因在于，在基

于 EA 的回流中液态焊料的表面张力

较大，自发成球的驱动力也更强。另

外，微米级焊料凸点本身具有表面曲

率高的特性，其高曲率会大大促进气 -

液间的界面反应，从而提高活化氢还

原氧化膜的效率。因此，当凸点尺寸

缩小到接近单位数微米的范围时，基

于 EA 的无助焊剂回流的价值变得更

加显着。

C. 金属间化合物（IMC）

回流期间，在焊料和其下层金属

的界面将会因相互作用生成 IMC 层。

这是形成冶金结合以确保可靠连接的

基础。然而，IMC 层往往是焊点中最

脆弱的部分，断裂也通常发生在 IMC

与焊料之间的界面处。因此，IMC 层

图 12. 焊料凸点经过助焊剂回流（a）和基于EA的

无助焊剂回流（b）的形态比较。

a) 含助焊剂回流加后续清理

b) 基于EA的无助焊剂回流

图13. 直径为5µm的铜柱凸点在EA回流（245℃，

30秒）后所形成的IMC层。

图14.  直径为5µ m的铜柱凸点在含助焊剂回流

（260℃， 30秒）后所形成的IMC层。

图15. 助焊剂回流造成的晶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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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随着集成电路小型化的发展

趋势，对工艺清洁度的要求也在不断

提升；然而晶圆的后续清理的难度也

在增大。特别是对于制作超细间距和

高纵横比的铜柱凸点来说，彻底清除

微小间隙中的残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图 15 展现了使用助焊剂回流的

晶圆表面在经过清洗之后的实例。助

焊剂的残留并未清除，且被牢牢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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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基于EA无助焊剂回流的晶圆表面并无残留、

因为晶圆未受污染。

在间距为 30μm 的铜柱凸点之间。这

一结果显示了基于助焊剂的回流已达

到极限。作为比较，当相同的晶圆在

回流时使用基于 EA的无助焊剂工艺，

无需清理便可达到晶圆表面无残留的

效果（图 16）。

新技术的优势

本文介绍了一种以 EA 活化氢为

基础的新型无助焊剂技术，它适用于

大规模生产的晶圆凸点回流焊。结果

表明，这一技术在制作微米级焊料凸

点的工艺中具有如下特殊价值：a) 有

效抑制焊料滴落，b) 实现高质量的凸

点形态，c) 可最大限度减小 IMC 层

厚度，d) 确保晶圆表面无残留。相比

之下，使用传统的助焊剂回流已在这

些方面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

剥离工具就是这样的一种装置。当产

品被置入干燥罐中之后，该装置就能

立即通过一种或多种化学工艺进行加

工，根据预先设定的配方进行冲洗和

干燥，并不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也

没有机械活动部件需要维护。

例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利

弗莫尔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

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ies）的美国国家点火装置

（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简称 NIF）

就使用了这样的工具。NIF 是世界上

最高能的激光系统，这台机器的占地

面积约一座体育场的大小，其拥有 

192 条激光束，通过这些激光束可聚

焦接近 200 万焦耳的紫外线能量，产

生的温度和压力与恒星和巨大行星

的内核中所存在的温度和压力相似。

NIF 清洗工具的创新之一（在一种罐

状结构中使用，并专为清洗重达 300 

动系统相比，这些半自动化清洗系统能

提供更好的可重复性、更快的生产速

度、和更高的安全性。此类清洗系统适

合 MEMS、LED 和硅芯片应用。它结

构紧凑、通过软件进行控制、而且通常

易于维修。JST 制造了一款名为 Tigress 

的标准、紧凑型半自动化湿式清洗台，

这是一种双轴、从前端到后端紧凑的系

统，被规模较小的半导体公司所采用。

另外，还可提供这种半自动系统的一款

双重版本。它在半导体制造商当中很受

欢迎，当采用清洗酸、碱或固体来清除

光刻胶时，他们将其用于半导体衬底的

清洗、剥离和刻蚀。

Bertagnolli 总结说：“虽然设计

工程师可能会放弃使用标准、自动化

的湿法清洗设备，但是，根据项目的

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选项，将能

够显著地提高质量、生产能力和安全

性，同时实际上削减了成本。”

磅的激光光学装置而设计）将免除为

了执行洗涤、漂洗和干燥功能而把光

学器件移动到不同位置的需要。

Bertagnolli 解释说：“我们的工

程师建议，与其为了执行此类功能而

去传输这些笨重的光学部件，不如就

将化学品（溶剂）传送到位于某个固

定位置的光学部件那里。另外，我们

还设计了一种类似吊索的装置来固定

光学部件，而且还让技术人员在检查

过程中旋转它们。”

JST 制作了两个用于 NIF 的清洗

工具，它们是镜像，与可以构建一个

传统线性传输工具的价格相同。这使

得 NIF 的生产能力倍增，而且最重要

的是提供了冗余性。

半自动化系统

许多吞吐量要求较低的处理器可

能会考虑采用半自动化清洗系统。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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