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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的新一代技术设定了
晶圆工艺新标准

通过扩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将AI和AR纳入其产品组合从而改变客户服务的体

验，AP＆S的湿法工艺和制造服务专家正在以此为半导体晶圆表面性能树立新的基准。

A
P ＆ S 国际公司（德国多瑙艾辛根）或许最出名的

是其半导体晶圆表面处理专业知识。从单晶圆和多

晶圆湿法工艺平台到清洗，以及精密材料应用，该

公司一直在为全球的 IC 制造商提供设备。但是，除了晶

圆工艺和设备服务外，AP ＆ S 公司还有更多的产品，而

且这个产品组合正在逐步增加。

AP ＆ S 公司在其历史上已经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行业

的“第一”，但是在过去两年中，其多元化和扩展服务的

很大一部分努力是针对客户满意度的总体关注。他们通过

三个主要领域来展示他们的方式。首先，在总部的设施中

增加新的洁净室空间，这是一笔巨额的投资，其目的是增

强公司测试实际条件下设备的能力。除了新的洁净室空间

外，AP ＆ S 还做了其他实质性的承诺，以扩大其演示中

心（Demo Center），让客户、现场服务工程师和其他公司

人员可以查看、测试和操作各种机器设施。AP ＆ S 还通

过投资 tepcon 公司以及形成合作关系来取得发展。tepcon

公司是以工业 4.0 自动化技术、机器联网、增强的人机界

面（HMI）以及人工智能而闻名，其人工智能工作与其增

强现实（AR）程序组合相关。而且，AP ＆ S 公司将继续

增强和扩展其标志性的湿法平台解决方案，例如用于凸点

下金属化（UBM）工艺的 Vulcanio 系统就是这样的例证。

AP ＆ S 的首席执行官 AlexandraLaufer-Müller 首先开

始将公司推向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当时在半导体制造的各

个领域还尚未广泛采用这种做法。在工业 4.0 计划处于早

期阶段，而且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数字化还在以不同的速度

发展之际，2016 年的 tepcon 投资显示出了其非常领先的

战略部署。到 2017 年，这项投资开始显示出红利， AP ＆

S 已将新的增强现实程序与微软的 HoloLens 和其他 AR/

VR 头戴式设备配合使用，以不仅是视觉上令人兴奋的方

式，而且是更加高效和交互式的方式，增强了机器性能数

据方面的审查。tepcon 的执行主管

Christoph Kluge 注意到，整个半导

体制造业的服务和维护工作正在快

速地自动化，目的是获得更高的效

率和更低的成本，同时通过利用许

多平台收集的数据，为整个制造业

提供更大的状态感知能力。

AP ＆ S 软 件 部 门 负 责 人 兼

AP ＆ S 子公司 tepcon 的执行主管

Kluge 解释说：“与过去的工艺不同，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人工监视机

器，将来也将不存在这种情况。在

状态监控领域，我们的解决方案可

提供实时数据可配置可视化的表格、

图形或流程图，还可以通过电子邮AP＆S表面处理系统可满足单晶圆和多晶圆的批量工艺要求。



操作人员开始使用带有预定义配方

的AP＆S GigaStep进行晶圆工艺。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晶 圆 工 艺

www.siscmag.com                                                                                                                   半导体芯科技   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         13

件，SMS 或 WhatsApp 来监控阈值并非常及时的报警。客

户可以通过其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并且灵活地进行干预。

机器故障可以得到实时避免。分析工艺数据可以实现配方

的记录和跟踪。通过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正

确的操作，从而优化配方顺序，并有效规划服务作业。”

Kluge 继续介绍说，虽然 tepcon 专门为制造商及其制

造的机器提供状态监控、机器学习，AR 和远程信息处理

解决方案等方面的软件，但 tepcon 与众不同的能力在于

其使用了独特的工业物联网（IIoT）入口，该入口用作收集、

存储和利用关键数据点的网关。

“这种互连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优势。例如，通过机

器监控软件生成的来自湿法工艺机器的重要数据可以通过

增强现实进行3D叠层的可视化。结果就是，当经过机器时，

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微软的 HoloLens 或其他设

备读取系统的关键数值。人们可以无需登录就检索一些数

据存档。此外，状态监控与机器学习解决方案的互连也将

产生宝贵的协同效应。”

根据 Kluge 和其他 AP ＆ S 专家的说法，在未来五到

十年内，生产车间的工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更

多的努力将是针对自动化和预防性维护。人们将大力优化

以减少宕机时间，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当今制造商还

面临的真正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缺乏熟练劳动力的市场

中，保持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生产能力。

“AI 和 AR 是解决机械工程中技术

工人短缺的关键核心技术。

AI 提供了‘侦听和观察’机器以及评估和预测其状况的

机会。以前，只有经验丰富的员工通过多年的专业经验才

能做到这一点，这些熟练的员工对机器的运行方式有了很

好的了解，从而可以评估系统随着时间的状态。如今，振

动传感器可以扮演这个角色：通过加速度计传感器可以自

动记录和评估机器的振动。该数据可用于预测维护周期。

随着机器学习的不断发展，这些预测会越来越好，直到大

部分时间它们都会变得正确，这对客户来说将是一个巨大

的优势。”

“半导体制造极为复杂，而且随着每一代新技术的发

展，这些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从客户的角度来看，我们

为简化工艺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Kluge 强调了 tepcon 专业知识在预防性维护中的作

用，同时也解释了将相同技术用作服务人员培训工具的方

式，以便帮助传递积累的知识。他们可以利用软件的功能

来记住所有内容，而不仅仅只是作为是存档用，系统已经

成为开发和提高性能的智能合作伙伴。软件的变化可以让

潜在的客户远程访问 AP ＆ S 设施，并参加服务经理、工

程师和其他工艺工具专家的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协作，

表明这种进化技术具有很好的长期发展潜力。

tepcon 技术还改善了 AP ＆ S 公司总部演示中心的服

务。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新的洁净室空间，该空间可以为各

种工艺工具和相关硬件提供真实的工作条件。此次扩展提

供了 ISO5 级洁净室空间，配备了最先进的 3D 显微基板

检查和结构测量设施。公司的外形测量功能补充了其他能

力，从而实现了一个用于工具演示、工艺评估、测试和内

部培训项目的内部实验室。

“我们认为与客户进行深入对话的能力是我们成功的

基础。演示中心为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知识交流和

联合研究项目创建了一个完美的‘空间’。此外，这也是

使我们与其他湿法工艺解决方案供应商区分开来的一个因

素，他们通常没有内部实验室，”AP ＆ S 工艺工程与实验

室团队负责人 Stefan Zürcher 说。

Zürcher 解释说，虽然亲自访问演示中心是了解实际

工具的最佳方式，但是因为可以进行远程访问，所以客户

可以通过视频或增强现实来访问演示中心，进行一些演示。

当然，与建立 AP ＆ S 系统的工程师进行一对一私人交流，

仍然是亲临现场无可比拟的优势。

“我们所有的工具设备都安装了网络摄像头，以便人

们在无法亲自访问 AP ＆ S 时，可以远程访问该演示。在

Vulcanio eLess金属镀湿法工作台系统提供先

进的凸点下金属化性能

performance and external effects, like airborne 
particles; we can test their impacts. 

Particle contamination is of 
course to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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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演示过程中，通常会拍摄视频，随后会与客户共享，

同时还有详细的测试报告，包括所有相关的工艺和工具参

数、化学消耗量，等等。这还使客户能够计算出他们考虑

希望购买设备的拥有成本。”他解释说。

Zürcher 表示，虽然进行设备演示是演示中心的主要

作用，但该设施还可以作为研究中心，这里的研究发现将

有助于开发新的晶圆工艺工具、技术和服务流程。“因此，

我们有动力积极在与生产相关的条件下进行工艺演示，并

为我们工具的性能实现‘最佳实践’。我们可以评估工具

性能和外部影响，例如空气中的颗粒；我们可以测试它们

的影响。当然颗粒污染是要尽量避免的。我们还可以确保

在我们的 AP ＆ S 演示中心加工的晶圆是干净的，从而可

以将它们直接传递回客户的工厂进行后续工艺步骤，或者

传输到他们的计量部门。”他解释说，并指出 AP ＆ S 还

提供液体和洁净室气体的颗粒计数器，这可为客户和公司

提供更多数据，以便进行持续改进和质量控制。

AP ＆ S 公司对细节和客户满意度关注在业界是出名

的，这也有助于推动其研发计划，包括不断更新公司广泛

的硬件产品组合。

他们不断研究 Vulcanio 湿法工作台系统，以提高其

在同类产品中的领先能力。随着器件几何尺寸的缩小和对

高度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更多设备正从引线键合转向倒装

芯片设计，包括 MEMS 组件，其范围可能从麦克风到多

种类型的传感器；而 MEMS 器件也是执行器和核心的控

制系统元件。

“AP ＆ S Vulcanio 系统利用凸点下的金属化，来支持

器件缩小和更高的可靠性。器件的输入和输出焊盘需要一

个可焊接的表面，以作为 I/O 焊盘和焊料凸点之间的界面

（UBM）。该表面通常是焊盘材料和焊料凸点之间的多层金

属薄膜。它充当稳定 IMP 的扩散势垒。随着 MEMS 不断发

展，UBM 也将是适合 MEMS 的技术，因为 MEMS 器件也

将大幅缩小，”AP ＆ S 销售与营销副总裁 Tobias Bausch 说。

自导入产线以来，该公司一直在提高 Vulcanio 的性

能，他们最早开始从凸点下金属化转向无铅焊料，以便

进行 200 至 100 微米之间的底部填充螺旋互连。如今，大

多数制造商正在使用 50-20 微米底部填充，而未来的要求

将包括更严格的容差。“我们已经预料到，未来的客户将

专注于采用 10-1 微米底部填充的纳米互连，”他补充说。

Vulcanio 湿法工作台是一种无电镀或自动催化的沉积系统，

无需外部电源即可激发金属进行沉积。无电镀或“eLess”

沉积对于集成电路湿法工作台应用是最优的选择。

“要获得最佳的无电镀工艺结果，以下几个方面至关

重要，而 AP ＆ S Vulcanio 湿法工作台都有很好的覆盖—— 

eLess 化学物质需要进行闭环控制，以确保稳定的 IMP 结

果，并防止 IMP 在其他工艺步骤中发生变化；需要在线

分析和原位定量以确保工艺和设备的稳定性；最后，需要

详细的工艺交互建模评估来定义工艺窗口，”他解释说。

“我们的 Vulcanio 湿法工作台具有出色的可靠性能，

已在 40-90 摄氏度的温度下得到了验证。它还提供了优于

镍和金结构的特性。得益于我们卓越的控制系统，可以在

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实现 0.05µm 至 5µm 的金属厚度。较

薄的金层还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有助于降低焊点中金的脆

化风险。这许多优点使该得该系统在市场上得到了长期使

用。通过与客户的紧密合作以及科学上验证了的良好性能，

我们对性能和优化进行的持续分析，让我们获得了非常正

面的客户反馈。”他总结道。

由于包括分步说明的虚拟数据，可以通过AR眼镜下载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一对

一指导，因此服务分配更容易处理。即使是未经培训的人员也可以没有如何差

错地进行许多种维修。

AP＆S工具中的加速度传感器可用于实现远程监控，以便在故障发生之前可以

预测维修的间隔。利用传感器检测到的振动可以得出许多结论。每个传感器每

秒可捕获多达40,000个值（40kHz），用于监控旋转、压力和整体性能。

A division of Illinois Tools Works请浏览 www.itweae.com, 获取更多信息.

Edison 打印机

Dynamic Dual Head™ (DDH) 
动态双头 
无论零件到零件的旋转如何，双头都能同步
分配两个泵。 与紧凑，快速和灵活的 NuJet™ 
泵，达到最严密的控制。

Prodigy 点胶机
最精准的印刷机
用于提高半导体
的良率

在0201公制元器件上
经过验证的印刷工艺
能力>2CPK

更加灵活的高速、
超精准点胶机

半导体市场中的元件小型化挑战了具有薄
发模板孔径和超细间距的印刷设备。  MPM® 
Edison™ 可以满足这些挑战，经过验证的印刷
工艺能力大于2 Cpk，适用于0201公制器件。

左泵

左泵

右泵

右泵

一般双头点
胶结果

运行 DDH, 全
部校正对准

最新：50 英寸双通道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