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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和超声波的合力

超声脉冲穿过固体时，会衰减并被材料界面反射和透射。X射线束也会衰减，但并

不受材料界面的影响。超声波脉冲必须以90°的角度进入表面，但X射线几乎可以

任何角度进入。这里给出这些差异以及其他差异的用途。

超声波通过固体的速度比 X 射

线束的速度小许多个数量级。例如，

100MHz 脉冲以约 3000 米 / 秒的速度

穿过模塑化合物。此外，超声波不是

作为连续束发射的，而是作为脉冲发

射的，其返回的回波代表以微米为单

位测量的界面区域。回声将成为可见

声学图像中的一个像素。换能器在扫

描时每秒发射数千个脉冲，并且在发

射线中有界面的地方会每秒收集数千

个回波。

图 1 是 由 Nordson SONOSCAN 

C-SAM® 声学微成像工具制作的塑料

封装微电路（PEM）的声学图像。图

像通过接收成像的回波来生成，回波

的到达时间表明它们起源于从芯片表

面之上很短距离到芯片粘附平面的垂

超
声波脉冲以每秒 4700 米的速度

穿过铜层。当声波前进时，脉

冲会轻微衰减，这意味着它会

逐渐失去能量（振幅）。突然间，它

进入到了固化的环氧树脂层。一部分

脉冲直接穿过两个固体之间的界面，

并继续进入环氧树脂。另一部分则以

其到达时的相同速度，反射回到发射

脉冲的换能器中。

让 X 射线束也穿过相同的铜层。

像超声脉冲一样，它在铜层中前进时

也会稍微衰减。而当它进入固化的环

氧树脂的壁时，X 射线束保持一直前

进；其中并没有反射大部分。衰减率

确实有所变化，因为射线束现在穿过

的是不同的材料。

当在同一样品上同时使用 X 射

线系统和声学微成像工具时，检查两

种图像可以提供用于阐明质量控制或

故障分析问题的相关信息。两种能量

形式都不会对零件造成任何物理损

坏，并且很难想到存在可以在两种测

试手段种都不暴露的物理异常。

因为是电磁波谱的一部分，所以

X 射线束穿过材料的速度很高，所以

不会引起注意。当对样本成像时，从

X 射线管发射的射线束尺寸随着其移

动而扩大。通过改变到目标的距离，

可以调整图像的 x-y 区域（放大率）。

作者：Tom Adams，Nordson SONOSCAN顾问

图1. 此PEM中的空气空隙为红色和黄色，因为它

们反射了几乎所有的超声波。黑色区域是没有反射

的部分。

直栅极。来自此栅极上方或下方的回

声都不予接受。从芯片到导线叉指的

引线位于栅极内，但它们非常薄，并

且具有散射超声波的圆形横截面。结

果是它们在该频率下反射的超声波太

少，难以进行成像。

在没有接收到回波的情况下（例

如引线叉指之间），像素是黑色的。

沿图像左侧的彩色图像表明，几乎将

所有发射脉冲反射的回波是红色的。

芯片周围的圆形红黄色特征图形，表

示穿透芯片周围模塑化合物的裂纹。

大多数引线叉指的远端也是红色和黄

色的。

圆形裂纹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弯曲

的黑色区域，看起来像光学的阴影，

但这实际上是声学图像。事实是这样

的：当裂纹向上移动时，它的路径变

图2. 由于X射线很难通过空气衰减，也很难通过界

面反射，因此裂纹不会出现在该图像的同一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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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垂直。当达到某种程度时，裂

纹将几乎所有到达的脉冲都反射回

去，此时裂纹就是红色的。在裂纹变

得更垂直的地方，它是黄色的（左边

彩图上的下一个颜色）。在路径变得

更陡峭时，所有脉冲都以一定的角度

偏转（回波），并且没有回波向上发

送到换能器，因此该区域中的像素是

黑色的（没有接收到信号）。

然 后 我 们 通 过 Nordson DAGE 

QuadraTM 7 工具获得了相同器件的 X

射线图像，如图 2 所示。超声波通过

材料界面会产生反射，但 X 射线束则

直接通过界面。图 1 中的大圆形裂纹

具有固体 - 空气界面，几乎反射了所

有的超声波脉冲，但裂纹本身虽然很

致命，实际上却非常薄。在图 2 中我

们无法辨别裂纹，因为它太薄，所以

不能明显地改变射线束的衰减，从而

也就不能改变该区域中图像的亮度。

然后，图 1 中所示的 PEM 中一

个区域的导线通过 Quadra 7 单独成

像，其中导线键合到引线框架的焊盘

上（图 3）。事情就很清楚了：爆米花

裂纹扩展所产生的应力会拉紧导线，

直到它们断裂并与已键合的焊盘断开

连接。这里的分辨率足够高，可以看

到断裂的细节，以及导线在焊盘上原

有的连接位置。

球状，由于它们尺寸够大反射出足够

量的脉冲来形成可见的白色像素组。

而尺寸稍小的空洞只会简单地散射几

乎所有到达的脉冲，并且在声学图像

中呈现黑色。X 射线图像中的两个最

大空隙呈现出某种内部结构，在这里

并没有任何指向性，因为基本上所有

的脉冲都会因为固态 - 空气界面被反

射，根本没有进入空洞本身。

图3. 部分器件区域的X射线特征，可以看到断线。

图4. 具有陶瓷基板和共晶管芯粘附器件的X射线图

像。

在图 1 中，声学图

像的分辨率不足以看出

引线。在更高的超声频

率下，如果脉冲可以穿

透模塑化合物，有时可

以就看到引线，但是看

不到更多细节。

图 4 是采用陶瓷基

板共晶键合管芯的不同

器件的 X 射线图像。盖

板已移除从而可以暴露

裸片。这里没有模塑化合物。我们所

关注的深度是芯片粘附的位置，这里

可能在共晶时产生空洞，这些空洞会

让芯片散热的效率极大降低。

这张 X 射线图像显示出，存在

着数百个不同尺寸的空洞，这里都没

有填充材料，所有这些空洞都可能在

芯片放置上去后并键合到基板时才形

成的。一些空洞非常小。它们显现在

此是因为共晶材料缺失会导致 X 射线

束的衰减减少。

左下角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没

有填充共晶材料，尽管沿着该区域的

右上边缘存在着芯片粘附材料的痕

迹。通常，共晶键合的空隙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形成：要么共晶材料熔化并

流动到其他地方，要么施加的压力不

足以形成键合。如果共晶材料存在但

没有形成键合，那么 X 射线将检测

不到这种情况。这种大的

空洞可能是由于共晶材料

的熔化和随后的迁移形成

的。

图 5 是对相同的器件

进行声学成像。相对于 X

射线成像，这里能看到更

多的空洞，尤其是微小空

洞。许多空洞呈现白色，

即使它们的整体形状呈类

图5. 相同器件的声学图像。

图6. 小区域的放大声学视图显示：即使是非常小的空洞也有明亮的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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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还提供了定义特定改进项目的基础。图 5 显示了一系

列改进对总体可用性的预期影响。可用性矩阵提供的硬数

据，支持进行故障分析以及与组件供应商一起改进设计和

测试的主动方法。基于证据的方法可以促进长期合作中合

作关系的发展。图 6 显示了与气体传感器供应商一起实施

的改进项目结果，该项目旨在减少与其传感器相关维护事

件的数量。

下一步包括引入智能健康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备

件需求出现之前就很好地预测出这种需求。如有必要，可

以提醒供应商为及时部署所需组件做准备。这对于具有复

杂供应链的长交货期部件特别有价值。半自动过程降低了

等待关键部件的停机时间风险。

小结

EUV 光刻系统的高成本及其在制造过程中作为瓶颈

的现实，使得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可用性成为当务之急。同

时必须对支持 EUV 操作所需的 sub-fab 关键厂务系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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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可用性矩阵允许将资源智能分配给可能对系统可用性产生最大影响的改进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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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予相同的优先级。sub-fab 的

故障直接影响 EUV 工艺的可

用性，并带来相同的生产损

失成本。持续改进的数据驱

动型程序对于优化可用性至

关重要。我们在文中描述了

该方法在备件库存管理中的

应用，这也是可用性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使用诸

如 SEMI E-10 之 类 的 标 准，

以确保用于构建可用性矩阵

的数据质量和一致性。该方

法还需要从广泛的已安装系统中获得历史数据。考虑到

EUV 系统的高成本和停机造成的生产损失风险，必须尽

一切努力优化 sub-fab 系统的可用性，在这方面的任何妥

协都有可能被证明是在小钱上的精打细算而已。

对图 5 中心附近的小型区域进行放大后在图 6 中显

示，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最小的空洞也具有明亮的反射中心。

其他差异化功能使得用 X 射线和超声波在检测样品

时都很有用。两者都会被所穿透的固体材料衰减，但衰减

程度不完全相同。超声波在易于形变的材料中衰减非常快 , 

如聚合物，但是在诸如陶瓷材料中衰减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X 射线通过高密度材料时会更快速地衰减。例如，IGBT

模块的金属基板容易透射超声，可以方便地对内部特征进

行成像；然而对于 X 射线束，则在光束进行低对比度细

节的有效成像之前，就把射线束吸收掉。

要尽可能充分地表征内部结构的可疑异常，当这点成

了关键点后，使用 X 射线和超声波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全

面和可诊断的数据。X 射线可能会漏掉很薄但很重要的间

隙，但超声波会发现它。超声可能会漏掉多个界面之下的

空洞时， X 射线却能发现它。两种工具的互补性对诊断产

品质量是相当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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