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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端半导体在生产制造技术上极

具挑战性，在步入 16nm 制程

以后，原本公认为重要的环境

控制因子 AMC，对高端半导体生产

的顺利运营更加重要。因此，AMC

控制的设计就成为高端半导体厂建厂

的重要一环。

AMC 是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的 缩 写， 其 中

Contamination 是描述它的作用，很

明显地，它对产品生产而言，是不受

欢迎的，因此，被称为污染物。而

Airborne，则是说明该污染物的传播

方式，它是靠着空气，与一般空气

混合着悬浮于空气之中。 Molecular

最为重要，它表明了该污染物的型

态——事物在某一条件范围下所表现

的形式，之所以要特别描述污染物的

型态，是要把这类污染物与我们熟知

的微尘粒（particle）污染物做出区隔，

它的型态是分子态，也就是说，我们

习惯使用的颗粒过滤器是处理不了这

类污染物的，因为它们的尺寸实在太

小太小了！

AMC 对半导体的影响，从最早

期的铝导线腐蚀，到机台端 HEPA

使用的阻燃剂（Fire Retarded）造成

磷掺杂问题、有机物对薄膜电性影

响 [1]，再到曝光机透镜（Len）及光

何规划 AMC 控制设计与提案。

风险与AMC控制

如前所说，AMC 对高端半导体

厂的产品生产具有相当的影响性。图

1 是某高端半导体厂对产品生产环境

中一般区域 AMC 的要求。

图 1 的浓度要求属于较低浓度水

平。要满足这样一个低浓度水平规范，

除了各类工程设计规划手法以及施工

中低释气 (outgas) 材料的选用和施工

过程通风之外，在日后的车间运行存

在着那些干扰风险，有必要于前期的

设计规划中予以考虑。那么到底存在

哪些可能风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产品生产环境中的 AMC 来源于

三处： 1）户外，其实就是洁净室补

在既有已经成熟的AMC评估技术基础上，透过自定义的风险因子，将建厂要求的AMC规格

与工程设计评估的AMC浓度值进行结合，藉以表达不同的化学过滤器覆盖率方案对风险容

受能力的差异，以为客户方案选定的判断依据。

从风险控制考虑高端半导体厂的AMC设计

作者：杨政谕，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罩（Reticle） 雾 化（Haze）[2.3.4]， 乃

至更先进的浸润式曝光（Immersion 

Lithography） 与 EUV 曝 光 机， [5]、

IPA 对 W Via 生成干扰等，无不意味

着 AMC 在高端半导体的工艺生产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负面角色。

有鉴于此，业界对 AMC 的控制

便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并且有很多

种方式，比方说，生产车间内浓度的

规定、化学过滤器使用寿命估算、生

产车间浓度估算等。

由于从质量守恒角度推演出的浓

度估算、化学过滤器的选用，到长期

遵循的浓度规范，可以说都相当成熟；

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这些，而

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如何利用前述的

技术应对高端半导体的风险，以及如

图1. 高端半导体厂对环境中AMC的要求。

NH4
+ F- Cl- NO3- PO4

3- SO4
2- TOC IPA 丙酮 RC TS

pbv μg/m3 ppbv

5 0.3 0.3 0.3 0.2 0.2 25 20 20 20 2

图2. 采样方法：(a)无机物使用；(b)有机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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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新风；在现行设计下，新风除了

传统的微尘颗粒过滤外，还有空气洗

涤装置（Air Washer）以及化学过滤器。

2）建厂所使用的材料于安装完成后

的微量释气效应；此一部分目前是透

过施工过程的选材、工法、工序与

通风来最大程度避免。3）工艺生产

过程中发生制程气体泄漏与逸散；理

论上，从安全角度来看这样的事件是

不应该发生的；普遍的来源有预防保

养时的泄漏逸散（该部分可以透过假

设临时隔离与负压抽离过滤来处理），

也有误操作的原因，这点可以透过人

员训练与各类防呆措施来避免。

在弄清楚了 AMC 的主要来源之

后，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风险对高

阶半导体厂的定义，怎样才能更好

地兼顾 AMC 控制需求与经济效益，

从而可以用工程手法来实施可行的

预防措施。

所谓的风险，并不是说 AMC 不

能产生，而是 AMC 的产生量突然出

现并远远超过既有的防护措施，进而

造成生产损失。

依此观点，就能辨明和分析上

述三点 AMC 的主要来源，进而确认

在后续设计过程中真正需要考虑的因

筑物的氨释放、环氧的氨及 VOC 释

放、保温板 VOC 释放、硅胶的环硅

烷释放等等。这些材料中气体的释放，

只有在初建厂时期有较大量释放的情

形，在整个建厂过程中，释气是持续

性的，而且透过适当地通风可以加速

其释放，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释放率会趋于稳定甚至衰竭，

这些都是可以预期以及事先考虑进去

的。因此，此部分无需纳入风险设计

的考虑范畴之内。

最后就是工艺化学用品的泄漏与

逸散。严格来说，这属于工业安全事

故，且不应当发生。正常的生产会有

化学品逸散的，但那不是泄漏。比如：

干法蚀刻后从真空腔体取出的芯片，

子。

就新风而言，在现

行的设计里已经配有各类

防线，然而在实际运行中，

气候、风向、厂房周围未

知产生源等因素的交互作

用，确实存在各类突发事

件的现象。最明显是硫化

氢会在冬季因为取暖或桔

杆燃烧或交通排放，在风

向作用下硫化氢含量突然

上升，因此新风确实存在

一定的风险，对高端半导体厂的稳定

运行可能产生影响；这有必要在设计

过程中事先予以考虑。

关于材料释气，典型的范例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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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样与数据库汇整。

设计外气浓度

搬机与二次配阶段 3K产能阶段

设计外气浓度+3σ 超标风除管制值

图4. 以AMC物种围标的的风险因子关系图。

搬机与二次配阶段 5K产能阶段

Acid Base VOC 超标风除管制值

图5. 以工艺区域为主的风险因子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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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另外的方法，使之有凭有据。

其次业主给出的新风AMC浓度，

参考值高达 300μg/m3。找厂商报价，

没有一家能够在期望的使用年限里处

理这样高的浓度。Over-design是可以，

但显然过头了。

倘若所选厂址附近也有潜在的高

污染源，根据经验，该类厂房会产生

F-、Cl-、NO3- 及 TOC（ 以 PGMEA、

PGME、NMP 等为主）。根据之前的

风险考虑来看，新风 AMC 确实有可

能，特别是在风向吻合的时候。麻烦

的是，建厂才刚完成尚未开始生产，

我们无法透过对周边采样来评估邻居

未来对 AMC 的贡献有多大，这意味

着我们要有一套评估方法才行，否则

所有设计的计算将无头绪。这边评估

方法未定，另外还有限制条件。

• 限制条件

所谓的限制条件就是建厂成本。

在当前全球已有诸多高端半导体厂的

前提下，业主自然会希望能够将投资

用在刀刃上，即购买高端先进的生产

设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这是无可

厚非、合理的。因此在设计上，over-

design 的做法基本上行不通。设计所

使用的计算参数必须有所根据。

端的。因此，整厂的AMC设计与防治，

自然就成为建厂过程中的重点。站在

保守的设计角度，既然 AMC 防治如

此重要，那么以 over-design 的方式来

处理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乐观。

• 基础数据

首先对于当地不同季节的新风

AMC 状态，业主缺乏详细的数据。这

一点，根据前述的风险评估来看，是

相当棘手的。可以重新量测，但是无

法等待一整年的时间专为搜集数据，

进场施工在即，设计和设置各项参数

（化学过滤器数量、种类、吸附量规范

等）的工作也是迫在眉睫。因此必须

化学过滤器组

辅助风机

风门1

风门2

风门3

DCFU
图7. DCFU细部构成与结构。

化学过滤器组：待命中

辅助风机：关闭

风门1：开启

风门3：关闭

风门2：关闭

图8. DCFU在外气正常状况下的操作模式。

风门1

风门2

风门3

DCFU

图6. DCFU系统示意图。

事实上会带有腐蚀性含氟或含氯的微

量气体从光刻胶中逸散出来，其他现

象还包括 CMP 过程使用的 NH4OH 会

形成氨、黄光区使用的 HMDS 会产生

氨、黄光区光刻胶使用的 PGMEA 溶

剂等等——这些产生率，从设计角度

都属于可以预期并事先估算进去。因

此，上述不能称之为风险。从这个角

度看，我们暂时不把这种人为可控的

意外事故作为考虑对象。

经由以上分析，就只有新风是

个意外事故需要纳入考虑。特别是当

建厂选址前的环境评估没有完整明确

时，这样的风险考虑更有其必要性。

以下是罗列的一些案例，并介绍

如何应用数据库概念的应对方式。

案例说明

某高端半导体厂拟兴建一座

10nm 以下工艺的芯片产品。在国内

自主产品里，10nm 以下算是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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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作为风险的主要因素，需要

在短时间内做出衡量 ；同时在设计计

算时还要考虑未来的潜在风险性。

再者室内化学过滤器的应用不能

盲目，如 100% 覆盖率安装；而且针

对不同的化学药液（酸、碱、有机），

它所对应的化学过滤器覆盖率也可能

不一样，这些都应该予以考虑。

最后化学过滤器的使用寿命受到

污染物浓度的影响。事实上从建厂完

成到设备 move-in 以及二次配施工阶

段，其 AMC 种类与浓度特性和试产

量产时的表现不同。从设计的角度看，

这种过程差异对使用寿命造成的影响

自然应该在设计时加以考虑。

• 对策与方向

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供合适的让人

信服的设计方案，这已成为问题的关

键。新风部分需要实施有限次数的采

样，而且只能在某个特定时段进行。

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的对策是引入

数据库。其次，对于新风的潜在风险，

我们为采样数据引入标准偏差概念，

从而恰当估算出新风的最高浓度值。

根据化学过滤器的种类与数量的

安装覆盖率，在不同阶段，引入不同

的 AMC 产生率，因为产生率是对过

可以取常发浓度值与采样最大值的均

值作为新风设计值的代表。

• 标准偏差

即便应用了数据库，依然存在着

低估风险，考察统计曲线，依然在高

浓度有发生的机率，只是相对较低而

已。高端芯片厂的要求较高，因此还

需引入另一个考虑因素。

我们可以把采样结果与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对照求标准偏差，按照之

前在数据库对比下所制订的浓度值，

以提升 1~3 倍标准偏差的方式作为潜

在新风浓度突然飙高的最大可能值。

如此，所有新风的风险估算就显得有

理有据，才有了进一步估算的可能。

风险分析

诚如前述，在考虑各种可能的风

险及厂区周遭环境后，可以明确新风

是最难捉摸的风险。因此，接下来的

风险分析，将从不同的设计裕度、不

同的化学过滤器覆盖率、以及在极端

可能的新风浓度下的表现三个方向进

行，以此作为评估日后运行的风险性。

• 风险因子与设计裕度

风险因子指的是在设定的化学过

滤器覆盖率、室内产生率、新风浓度

去数据的总结。采用质量守恒推演计

算，这在目前的工程技术中已经十分

成熟，在此不作深入说明。

通过使用新风标准偏差概念，拟

定不同化学过滤器数量，观察不同

FAB 生产车间工艺的潜在风险，并最

终提供给业主选择与判断的参考依据。

新风处理

首先进行采样。在厂区所在地点，

根据有机物与无机物两种方式安排采

样工作。在有效的可用时间内，共采

集了四项数据，但这些数据量确实远

远不足以支持计算分析。

此外采样的时间点过于集中，根

本不具代表性。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借

助数据库。所谓数据库，指和厂址处

于同一个城市但未必同一地区。我们

可以参考同一城市下的数据表现与本

次集中采样的数据状况，以做出最终

浓度值的判定。

数据库的统计曲线提供了该区域

的常发浓度值，而四项数据则表现出

与常发浓度值之间的相对关系。若四

项数据小于或落在常发浓度值附近，

那么可以用常发浓度值代表后续的新

风浓度设计值；若四项数据远大于常

发浓度值，从保守的角度来看，这时

化学过滤器组：使用中

辅助风机：开启

风门1：关闭

风门3：关闭

风门2：开启

图9. DCFU在外气异常状况下的操作模式。

化学过滤器组：使用中

辅助风机：开启
风门3：开启

风门1：开启

风门2：关闭

图10. DCFU在室内逸散事件的处理应用。



COLUMN
专栏

A M C 控 制

www.siscmag.com                                                                                                                   半导体芯科技   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         33

与 AMC 控制系统下所求得的浓度值

与生产车间要求的 AMC 规范值的比

值。当比值是 1 (100%) 或大于 1 的时

候，表示超标的风险极大。

设计裕度体现在风险因子的取舍

上。假如期望保留 20% 的裕度，那

么当风险因子大于等于 0.8 时意味着

有超标的风险。

由于每个工艺制程的 AMC 要求

规范都不尽相同，而计算时也是按照

不同区域的工艺特性给定 AMC 产生

率——工艺化学品正常逸散的污染物

类别不同则逸散不同。因此，这样评

估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在新风变动时，

哪些区域的风险最大。同样道理，由

于建厂完成到搬机阶段与试产量产阶

段的 AMC 正常逸散量，也不相同，

在这样的评估计算方式下，这些差异

都可以看得出来。

• 风险评估结果范例

由于 AMC 的控制方法成熟，至

于什么样的方案会得到什么样的风险

评估结果，在此就不赘述。我们关心

的是上述思路是否能为决策者提供一

个直观的方案作为对比。

风险评估结果可以视为该方案对

新风突增的容受程度，至于是否能容

受，与期望相差多少，则由风险因子

来表示。

图 4 是在某一种 AMC 控制方案

下，以物种为对象，在不同阶段下，

以 3 倍标准偏差的新风浓度变动量考

察方案的容受能力。图 5 则是以工艺

所做的分析图。如下所示，从风险因

子的大小，展示着在不同阶段 ( 搬机

与二次配及生产 )、不同工艺区域其

AMC 的特性差异。

利用上述的概念，可以求得不同

化学过滤器覆盖率下（参照建厂与运

到有外气污染来源，但是却发现洁净

室内有发生污染泄漏逸散时，也就是

污染来源来自厂内时，DCFU 系统将

开启风门 1 与 3，并关闭风门 2，辅

助风机将打开（图 10）。此时回风气

体将通过风门 3 被抽引通过化学过滤

器后，与由风门 1 进入的洁净外气混

合后，进入关键制程区域。通过提供

双倍的洁净空气稀释量，系统帮助洁

净室快速恢复原来状态。

此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化学

过滤器用在刀刃上，可节省客户端的

用电量以及化学过滤器的更换成本。

总之，系统尤其适用于处理类似外气

突发的浓度上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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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不同设计裕度下的风险因

子，这样方便提供给客户一个直观的

选择判断依据。

另一种对策

以上方案是在新风空调箱安装水

洗（Air Washer）、化学过滤器的前提下，

通过调整洁净室内化学过滤器的覆盖

率，使整个厂房的 AMC 控制得当以

应付外界新风突然产生的浓度变动。

另一个对策是根据目前主生产车

间的洁净度来设计，在回风道里有着

足够空间，我们可以在此空间安装一

个风管末端化学过滤单元（DCFU）[6]

（图 6）。此单元由箱体、风阀、风机

及化学过滤器并搭配针对外气检测的

传感器所构成，细节如图 7 所示。

DCFU 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在常

态下外气污染物浓度极低，此时外气

不需要化学过滤器的处理，可以直接

送入洁净室内。因此，我们将风门 1

开启，风门 2 与 3 关闭，辅助风机关

闭（图 8）。

此时化学过滤器几乎没有消耗，

同时化学过滤器也没有增加新风空调

箱的用电负载。

当外气污染物监测讯号接收到有

外气污染来源时，也就是外气污染物

浓度超过规范，此时外气需要经过化

学过滤器的处理，否则不予直接送入

洁净室内。此时 DCFU 将开启风门 2，

并关闭风门 1 与 3，辅助风扇将打开

（图 9）。

此时外气所吸入之空气将由风门

2 进入，并借助辅助风机的抽引力通

过化学过滤器去除污染物后，与回风

空气混合后进入关键的制程区域。在

真正需要化学过滤器时我们再启用，

没有造成额外浪费。

当外气污染物监测讯号没有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