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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鸿儒

批量清洗工艺被取代
单晶圆清洗工艺逐渐取代批量清洗工艺

的趋势明显，单个晶圆清洗可以凭借较高均
匀性提升良率，避免了交叉污染情况。

清洗设备差异化发展
提升质量需加快建立技术体系

—集成电路设备系列报道之二

ST面向消费电子领域

推出三款ToF测距芯片

国内清洗设备研发进展明显
目前国内设备，最大的困境在于单

类设备的供给质量突破，提升市场占有
率存在很大挑战。

发展需建立技术体系
发展要以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布局为手

段，建立完善自主的设备技术体系，企业才
能具备一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工艺的进步升级，在晶圆制造过程中清洗步骤的使用频率也逐渐提高。清洗工艺的增加，使得晶圆制造良
率在线宽缩小的同时，有机会得以提升。因此，作为清洗工艺的基础，清洗设备成为了制程发展的关键。

据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数

据，2018 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业

总出货金额 158.4 亿美元。其中，中国台

湾出货金额 29 亿美元，季增 33%，为增长

幅度最大的市场；韩国第三季度出货金额

34.5 亿美元，季减 29%，与欧洲同为下滑

幅度最大的市场。中国大陆第三季度出货

金额增长至39.8亿美元，季增5%，赶超韩

国跃居首位。

纵观半导体设备业，晶圆处理设备占

很大的比例，其中清洗设备以其 33%的步

骤占比成为发展的重头戏。目前市场上，

按照清洗方式的不同，清洗设备可分为两

种，分别是单晶圆清洗设备和槽式全自动

清洗机。单晶圆清洗设备通常利用喷雾或

声波，再结合化学试剂对单晶圆进行清洗；

槽式全自动清洗机则是将晶圆放在花篮

中，再利用机械手臂依次将其通过不同的

化学试剂槽进行清洗。就功能而言，单晶

圆清洗设备可进行单个晶圆的清洗，而槽

式全自动清洗机可以批量进行清洗。

目前，单晶圆清洗工艺取代批量清洗

工艺的趋势明显，正逐步成为先进制程的

主流工艺。一方面，批量清洗工艺无法避

免交叉感染，且难以把握清洗过程中的均

匀性，在清洗后也无法确保后续工艺的相

容性，尤其是 45nm 工艺的到来，更加凸显

批量清洗工艺的缺点。相比来说，单个晶

圆清洗可以凭借较高均匀性提升良率，避

免了大尺寸晶圆的交叉污染情况。目前单

晶圆清洗主要以兆声波清洗为主，但是这

种方法虽然效果好，但是损伤性问题难以

避免。

市面上较大的清洗设备呈现高度垄断

局面，整个清洗设备市场中，日本公司占据

半壁江山，日本Screen（迪恩士）约占市场份

额 60%，日本 Tokyo Electron（东京电子）其

次，约占 30%，剩下小比例的市场占比被韩

国 SEMES、美国 Lam Research 瓜分。反观

国内，在清洗设备方面，主要有盛美半导体、

北方华创和至纯科技三家公司差异化发

展，各自主攻一项或多项核心技术。

今年的 SIMECON China2019，盛美半

导体携三大芯片亮相，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

于清洗设备 Tahoe，这款设备的创新之处在

于可以将槽式清洗机和单片清洗机进行融

合，需要清洗的硅片先在槽式清洗机里用高

温硫酸洗涤，再进行单片洗涤。“这样可以减

少 90%的硫酸使用量。”盛美半导体首席执

行官兼董事长王晖在发布会上说。

据了解，就上海单个市区来说，每年集

成电路晶圆厂需要使用的硫酸已达6万吨，

不论是硫酸的保存还是用后处理均是一大

笔成本消耗。并且，当工艺达到 50nm 以下

时，部分批量处理清洗机无法达到指定清洁

度的要求，单片高温硫酸清洗，又会产生大

量硫酸浪费。“盛美的设备解决了这个难题，

6 万吨的硫酸使用量，可以生产 10 倍的产

品，帮助企业每年至少节省 1200 万美元成

本。”王晖说。

与盛美半导体发展路线不同，北方华创

将主要路线放在了槽式清洗设备，在收购了

专注于硅片清洗设备业务的Akrion公司后，

北方华创清洗机产品线得到一定的补充，自

研的12英寸单片清洗机产品在中芯国际产

品线上完成 52 万片生产线流片，2017 年又

进入了中芯国际 B2 芯片生产线和 28nm 生

产线。北方华创总裁赵晋荣在此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收购 Akrion 公司，北方华创

清洗业务拓展至单片清洗和批式清洗两大

产品线，覆盖工艺种类进一步增多，包括

Pre Film Deposition Clean、PR Strip 等关

键清洗工艺。据了解，北方华创12英寸65/

55nm 清洗机单机累计流片量已突破 100万

片大关。“未来公司也将积极提前布局，与产

业链协同合作，迭代研发 5nm—7nm 的技

术。”赵晋荣说。

国内至纯科技是超纯气体和特殊化学

气体运输领域出身，在湿法清洗设备领域有

一定的优势，产品主要以槽式清洗为主，

2017年成立独立的半导体湿法事业部，先后

推出了 Ultron B200 和 Ultron B300 的槽式

湿法清洗设备和 Ultron S200\Ultron S300

的单片式湿法清洗设备产品系列。

“目前国内设备，最大的困境在于单类

设备的供给质量突破，提升市场占有率存在

很大挑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

五所集团首席专家柳滨对记者表示，国内设

备一方面需要提升质量，另一方面也需要扩

大市场占有率。

SEMI 预测，到 2019 年，中国大陆的设

备销售将增长 46.6％，达到 173 亿美元。

预计到 2019 年，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

湾将保持前三大市场，中国大陆将跻身

榜首。韩国预计将变成第二大市场，为

163 亿美元，而中国台湾预计将达到 123

亿美元的设备销售额。

随着集成电路先进制程工艺的进步，

清洗设备的数量和使用频率逐渐上升，清

洗步骤的效率严重影响了晶圆生产良率，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占比约 33%，清洗设备

成为了晶圆处理设备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半导体设备的研发与生产需要

高昂的基金支持，并且需要在实际的生产

线上进行实时验证，这对中国半导体清洗

设备制造商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专家建议，对于设备供应商来说，发

展应以核心设备为突破口，打造专业研

发和制造公司，打造设备品牌，提高设备

供给声誉，扩大产业规模；同时以技术创

新和知识产权布局为手段，建立完善自

主的设备技术体系，具备一定影响力和

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合作方面，设备产业

链建设同时，吸引或迫使国际设备制造

商本土化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在国家层

面，应继续发挥国家扶持资金的投入引

导作用，发挥国家大基金、各省市集成电

路产业基金的促进作用，产业聚集区协

作互动作用以及各类专业人才的领军能

动作用。

本报讯 3月26日，半导体器件供应商

兆易创新 GigaDevice 宣布，其 GD25 全系

列 SPI NOR Flash 产 品 已 完 成 AEC—

Q100认证，是目前唯一的全国产化车规闪

存产品，为汽车前装市场以及需要车规级

产品的特定应用提供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的

闪存解决方案。

随着自动驾驶、车联网和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汽车产业对存储器的需求与日俱

增，成为存储芯片中重要的新兴增长点和

决定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实现汽车的智

能化需要更多的环境感知，随着传感器和

更多 MCU 集成到系统中，汽车电子各功

能单元的数据、程序存储都需要更高性能

的闪存，从而对非易失性存储器件的需求

形成海量增长。

与消费电子不同，汽车行业对电子器

件有着严苛的车规标准要求。AEC—Q100

是AEC汽车电子协会组织所制订的车用可

靠性测试标准，主要是针对车载应用、汽车

零部件、汽车车载电子实施标准规范，预防

可能发生各种状况或潜在的故障状态，特

别对产品功能与性能进行标准规范测试。

GigaDevice 的 GD25 全 系 列 SPI

NOR Flash 产 品 容 量 覆 盖 1Mbit—

512Mbit，采用3.3V/1.8V供电，提供丰富的

封 装 选 项 ，工 作 温 度 范 围 在 -40℃ —

85℃/-40℃—105℃/-40℃—125℃。该系

列产品具有高品质的特点，是唯一全国产化

和符合AEC—Q100标准的闪存解决方案。

通过提供全系列的车规产品解决方案，大大

加快了汽车行业用户的研发速度和产品上

市时间，并提高了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

GigaDevice副总裁舒清明表示：“汽车

行业走向智能化和互联化为存储行业带来

巨大发展机遇。兆易创新看到这一趋势，

并从2014年开始布局汽车市场，在技术创

新和市场推广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我们的

GD25全系列 SPI NOR Flash产品现已通

过 AEC—Q100 标准认证，这对于整个国

产闪存芯片行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兆易创新将继续通过强大的技术实力、本

地团队的有力支持和及时响应，为推动国

内外汽车行业客户的创新应用做出贡献。”

本报讯 日前，Exyte 展示了其半导体

智能制造（Smart Fab）设计概念。半导体

工 厂 智 能 制 造 的 概 念 集 合 了 物 联 网

（IoT）技术、互联 IT 系统、以及运用于半

导体晶圆厂中的自动化大数据分析等领

域的发展成果。

Exyte 亚太区高科技设施事业部副

总裁张文甫表示：“智能制造将成为半

导体行业中的一项关键性技术，能够助

力行业应对多方面挑战，其中包括更为

优 化 的 资 本 支 出（CAPEX）、更 低 的 运

营支出（OPEX），以及更完善的供应链

服务。”

Exyte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25 年 ，已 实 施

300 多个项目，并与客户及供应链建立了

稳固的信任关系。Exyte 是唯一一家在中

国半导体和生命科学领域同时持有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与机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资质的外资企业，能够完成各种

规模及复杂程度的设施设计与施工。

本报讯 3月22日的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上，意法半导体在消费类电子领域带来了三

款ToF测距芯片，按照其测距的大小分为三

种，分别是测距30cm+、测距1.5m+以及测

距3m+，三种测距覆盖了各种应用场景，在

光线较暗等环境下，仍然具备较高抗干扰能

力。据意法半导体技术行销经理张程怡介

绍，目前全球手机激光对焦应用已被意法半

导体的测距芯片覆盖，三款产品在业内具备

良好口碑，一方面来自于优秀的性能，另一

方面来源于尺寸。

“ST的测距芯片很难用手指捏起来。”

张程怡表示，除了小尺寸，三款产品均满足

一级安规，并且能够对环境、光线、颜色、温

度等干扰因素具备极强抗干扰能力。“ST的

测距心片，最大的特色在于，在完成数字输

出的同时保证准确度，这点是业内很难达到

的。”张程怡说。

据了解，测距芯片中的 ToF 技术在汽

车电子、工业上也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

但张程怡介绍，目前ST的ToF技术重点却

在消费电子领域。“ST 的 ToF 产品主要侧

重于消费类电子，一方面，ST 具备一定的

生产能力，在缩小芯片尺寸技术方面具备

非常丰富的积累和自信，这点与消费类电

子市场的需求不谋而合。另一方面，目前

全球消费类电子具备极大的市场空间。”

张程怡说。

本报讯 3 月 27 日，Arm 宣布基于台

积电 22 纳米 ULP 技术的 Arm POP IP 被

联 咏 科 技（Novatek）采 用 ，结 合 Arm

LITTLE 架构的核心优势，为数字电视市

场的芯片发展开创全新局面。

当前，电视系统正迈入革命性的新

时代。更高分辨率的视频、全面扩展的

服务以及全新的 AI 驱动功能，将带动用

户需求的提升与设备数量的增长。这让

终端消费者为之振奋，但同时也为 SoC

芯片设计人员带来巨大的挑战。要在电

视系统中增加上述功能，意味着芯片的

复杂度也随之增加，因此工程团队不仅

要努力在成本与功能之间找到平衡点，

还需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并缩短产品

的上市时间。

Arm 的合作伙伴联咏科技致力于提

供种类众多的显示驱动 IC 以及多媒体

SoC 芯片。为满足 4K 数字电视系统日趋

复杂的需求，联咏科技率先引入基于台

积电 22 纳米超低功耗（Ultra Low Pow-

er，ULP）制程的 Arm Artisan 物理 IP，并

完成数字电视 SoC 芯片的设计流片，在

业内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一里程碑成就

彰显了 Arm 与联咏科技之间长期稳定的

伙伴关系。

Arm基于22纳米ULP技术POP IP

推进数字电视芯片

Exyte展示半导体工厂

未来数字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兆易创新SPI NOR Flash全系列产品

通过AEC—Q100车规认证

DRAM第一季度合约价跌幅持续扩大

整体均价下跌逾20%

本报讯 集邦咨询半导体研究中心

（DRAMeXchange）指出，受库存过高影响，

DRAM第一季度合约价跌幅持续扩大，整体

均价已下跌逾20%。价格加速下跌并未刺激

需求回温，预计在库存尚未消化的影响下，

DRAM均价跌势恐将持续至第三季度。

根据DRAMeXchange调查，DRAM供

应商累积的库存水位在第一季度底已经普

遍超过六周（含wafer bank），而买方的库存

水位虽受到不同产品的影响略有增减，但

平均至少达五周，在服务器以及PC客户端

甚至超过七周。

进入第二季度，受惠于 1Ynm 制程贡

献，供给位元仍持续成长。在极力消化库

存的措施下，DRAM供应商普遍采取持续

大幅降价的策略以刺激销售。与第一季度

相似，跌幅最大的产品分别为PC与服务器

内存，跌幅约两成。而移动内存受惠于新

机潮的拉货动能，跌幅较小，约10%~15%，

均价在第二季度将持续下跌近两成水位。


