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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湿法清洗设备实现自动化
优势的最大化

半定制各种自动化清洗设备将提高工艺可重复性、生产能力和安全性

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特定的清洗要求。通过更改这些自动

化清洗设备以适合应用的需要，将能够经济划算地提高工

艺可重复性、生产能力和安全性。在许多场合中，仅需对

标准设备稍作修订就可以了。

清洗工艺自动化的好处

JST Manufacturing 公司（位于爱达华州博伊西）总裁 

Louise Bertagnolli 说：“通常，实施清洗工艺自动化的公

司其目的是提高工艺可重复性、生产能力或安全性。”JST 

设计和制造多种清洗设备，从手动到全自动化无所不包，

其中包括专有系统，此类系统具有构成完整交钥匙型清洗

工艺所需的全部特性和传输装置。

为
了满足应用的特定要求，在制造敏感部件的行业中，

设计工程师通常需要比标准选项更大的灵活性，以

实现湿法清洗设备的自动化。

这些专业化部件涵盖从芯片、晶圆、半导体和电子器

件到世界级激光器用专业光学器件的广泛领域。事实上，

设备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先进和适应性强的清洗选择方案。

清洗是许多制造和维护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的是

使用溶剂、酸或碱等助剂来清除不想要的微粒和其他污染

物 , 它往往对众多技术的性能至关重要。另外，清洗也可

以指半导体制造中使用的刻蚀工艺，这里，“清洗”是薄

层材料的精准去除。

幸运的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湿法设备自动化，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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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包含精确重复某种清洗工艺的能力，对于保

持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清洗剂和漂洗溶液的精确测

量和分配，以及提供将被清洗物品从一个浴槽传送到另一

个浴槽所需的系统和工具。

当然，清洗工艺的自动化能够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满

足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如果清洗工艺是在洁净室里完成的，

那么包括电机和机器人在内的整个系统必须适合这种环境。

由于生产过程会需要围绕上方的热水罐或在靠近化

学浴槽的地方移动产品，因此清洗工艺的自动化还能够提

升安全性。同样，它可以改善生产人体工效，比如，免除

员工重复旋转或搬运正在加工的部件的需要，从而降低人

员受伤的可能性。

如何以经济划算的方法实现清洗工艺的自动化？

确定实施清洗工艺自动化的时间常常是在器件或产

品的开发阶段。按照 Bertagnolli 的观点，虽然在研发阶段

一般采用的是手动清洗工艺，但是，当该工艺已定义且公

司拥有购买客户时，进行工艺的自动化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不过，为了成功地实现清洗工艺的自动化，最好的做法通

常是尽可能地根据应用的特定需求来定制清洗系统。

Bertagnolli 说：“当考虑作业变更时，需将设备占地

面积、产品尺寸、生产能力等纳入考量范围，这一点很重要。

由于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同一模式，因此至关紧要的是

不能用同一个平台搞‘一刀切’。”然而，Bertagnolli 告诫说，

并非每个项目都需要从头开始全面定制。标准自动化平台

经常可以根据浴槽的长度、高度和数量进行定制。清洗工

艺设计工程师可与自动化供应商进行商议，以确定在何处

放置传输系统，以及在可用的空间里哪些自动化模块是最

适合的。

Bertagnolli 说：“与那些不允许更改的专有平台不同，

最好的平台是可靠和可依赖的，但是提供了一系列的选项，

这些选项以一种可互换的方式使用相同的电机、执行器和

自动化方案。这在提供灵活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

本和复杂性。”

这种方法可以在全自动化、特殊项目和半自动化清洗

工艺中使用。

全自动化清洗站

半自动到全自动化多任务清洗站（cleaning stations）

通常使用至少 4 个浴槽。这类清洗站能够根据需要通过机

器人在浴槽处拾取和放置产品，并遵循预先设置的配方序

列。不过，这些清洗站经常需要改动，旨在以最有效的方

式运作。为了给改动创造便利，诸如 JST 等清洗工艺专业

厂家提供了多种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空间限制条件的自动化

平台。另外，该公司还能通过利用具有前端装载或侧面装

载功能的前方、后方或头顶机器人，使装载能力与特定的

任务相适合。任选的转盘可实现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侧面装

载，以及便于实施维护的后方进入。

Bertagnolli 说：“对于自动化清洗站而言，热水罐的

数量；机器人位置、移动速度、装载功能；以及所有物品

的尺寸均基于特定的要求。”

在修改此类自动化清洗站方面，该公司与 Bosch 

Rexroth（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等自动化合作伙伴

开展了紧密的配合协作，以开发采用线性运动以及电力传

动和控制技术的清洗站。最近，这两家公司合作创建了一

个自动化系统，用于将硅块 (silicon chunks) 净化到 11N 的

极端纯度，以满足半导体芯片制造的要求。该项目需要建

造一条 138 英尺长的清洗工艺流水线，并纳入多个龙门式

机器人。

针对硅块的吞吐量要求是：每 22 小时轮班 4 吨。为

此，JST 不得不开发一种独特的托架装置，以在整个清洗

过程中传输材料。为了提供这么长的清洗系统，JST 分两

个单元进行了设计和构建。在长度为 24 英尺的单元中，

硅块的托架通过一扇自动门手动装载。然后，双轴机器人

使托架循环通过 5 个酸刻蚀槽和 2 个冲洗槽，这些浴槽沿

着第二个单元的长度方向排列成一排。

特殊的自动化项目

当特殊项目需要对晶圆片、光学元件、磁盘驱动器、

扁平面板和其他精密部件进行清洗和剥离时，可使用以完

全独立和干燥的方式运行的设备。JST 的 300 CLV 清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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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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